
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議程 

會議地點：圓山飯店 VF（由大廳樓梯上去，大廳夾層） 

會議時間：2013/11/23 (六)  

會議網址：http://opendata.academic-publication.org 

場次：Session A1 - Open Data的應用 

場地：圓山飯店 VF 109會議室 

主持：池祥麟（國立台北大學非營利中心主任） 

時間：

9:00-10:30 

文化觀光資料開放之國際應用案例分析 

周駿呈（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徐意鈞（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Open Data + R 視覺化應用 - 以台灣農產品交易資訊為例 

楊朝龍（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王鈴慧（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 

呂晧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 

數位有線電視閱聽行為與社群反饋數據於優質媒體內容之初探 Open Data for 

Data-Driven TV Content Planning and Producing 

林玉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欒斌（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潘金谷（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應用 Open Data 於學院學生之地理分佈 - 以系層級為例 

孫秉良（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趙立本（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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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Session A2 - Open Data的發展 

場地：圓山飯店 VF 108會議室 

主持：陳建彰（淡江大學資工系副教授、台灣資訊系統研究學會副秘書長） 

(9:00-10:30) 

以開放資料提升教育品質：從科技化教育政策談起 

計惠卿（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孫照昌（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各國 Open Data 的現況與展望 

汪志堅、溫演福、楊運秀、何政勳、王凱立、王培樺、陳巧捷 

開放資料發展與應用現況調查──以美英二國為例 

溫演福（國立台北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開放資料政策與實施成效：日韓兩國之比較 

楊運秀（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新加坡及荷蘭政府開放資料之發展 

何政勳（國立台北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場次：Session A3 – 公民咖啡館座談 

討論主題：open data政策與挑戰 

1.open data隱私及授權問題 

2. open data政策及法規問題

時間：09:00-10:30 

場地：圓山飯店 VF 107會議室 

主持：陳文生（高雄大學副校長） 

 汪志堅（台北大學）、劉啟文（天氣風險） 

形式：與會者分成兩桌討論，每桌討論 30-40分鐘後換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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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Session B1 - Open Data的法規、隱私與授權 

場地：圓山飯店 VF 109會議室 

主持：張心玲（行政院科技會報副研究員） 

11:00-12:30 

從 ODbL 檢視我國政府開放資料規範 

林杏子（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吳盛 （南台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葉昱琦（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政府資料開放之法規限制 

陳曉慧（台灣科技大學智慧財產學院科技管理所） 

涂家瑋（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大數據淘金潮下的隱私衝擊 

張喻閔（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王仁甫（台灣經濟研究院） 

打開政府資料的窗  : 從黑盒子到水晶球 

陳文生（國立高雄大學副校長） 

楊筑尹（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場次：Session B1 - Open Data的法規、隱私與授權 

場地：圓山飯店 VF 108會議室 

主持：溫演福（國立台北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11:00-12:30)  

政府開放資料的機會與挑戰：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的個案分析 

羅晉（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系） 

項靖（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楊東謀（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王慧茹（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從開放源碼授權到開放資料授權 

林旅強（中央研究院資創中心自由軟體鑄造場法政研究） 

開放資料與藝術產業政策 

林佳琪（聖約翰科技大學時尚經營管理系） 

葉建華（真理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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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Session B3 – 公民咖啡館座談 

討論主題：open data open data發展與應用 

1. 如何提昇 open data的資料應用與未來展望 

2. 如何評量 open data的推行成效 

11:00-12:30 

 

場地：圓山飯店 VF 107會議室 

主持：陳文生（高雄大學副校長） 

   汪志堅（台北大學）、劉啟文（天氣風險） 

形式：與會者分成兩桌討論，每桌討論 30-40分鐘後換桌。 

 

場次：Session C1 – Open Data程式應用 

場地：圓山飯店 VF 109會議室 

主持：蔡建雄（國立台北大學商學院院長） 

13:30-15:00 

An emergency rescue app: Application of open data 

Yin-Quan Liao (Shih Chie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Ta-Wei Hung (Shih Chie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hian-Son Yu (Shih Chie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利用臺北市政府公開資料平台開發行動裝置上之應用程式--以臺北市微笑單車為例 

林仁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位科技設計系） 

王庭筠（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林育陞（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研究生） 

蔡華棣（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研究生） 

開放資料應用於行動惡意程式分析研究 

陳嘉玫（國立中山大學資管所） 

江玟璟（國立中山大學資管所） 

歐雅惠（國立中山大學資管所） 

蝴蝶生態棲地 open data-環境保育大富翁 

李靜怡（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陳彥安（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蔡佩容（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楊怡靜（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曾建智（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吳嘉原（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建置雲端個人健康紀錄之初探 

邱光輝（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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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ata 的應用 



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A1-1 

文化觀光資料開放之國際應用案例分析 

周駿呈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maurice_chou@itri.org.tw 

徐意鈞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jimhsu@itri.org.tw 

摘要 

開放資料（Open Data）已成為近年來全球政府治理最熱門的話題，依

據聯合國 2012 年出版的《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 2012》

報告指出，已有超過四分之一的聯合國會員國正式宣示開放資料政策推動，

推動目的除了促進施政透明、提升施政效能，亦期望刺激創新服務發展，

進而提振產業經濟價值，最終為民眾生活帶來便利。 

而隨著全球生活水準的提升，觀光旅行的多元與豐富性已成為人們生

活中不可或缺的活動，使得觀光產業成為全世界最大且仍持續成長的產業

之一，特別是進入 21 世紀後，全球觀光產業動向逐漸往文化知性旅遊發

展，因此，若能結合創新科技同時善用與文化觀光相關的開放資料，必能

激發出令人耳目一新且吸引力十足的創新服務應用，進而帶動觀光產業的

發展。 

本文將介紹數個結合創新科技與開放資料的文化觀光應用案例（例如

西班牙 El Viajero 旅遊資訊服務平台），藉由其創新服務的設計構想、開

放資料的混搭應用、資訊技術特色以及應用效益的多面向剖析，點出其創

新應用的服務價值與營運模式，以為國內相關文化觀光應用之產業發展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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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A1-2 
 

Open Data + R 視覺化應用 - 以台灣農產品交易資訊為例 

 
楊朝龍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理系 

clyang@mail.ntust.edu.tw 

 

王鈴慧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理研究所 

 

呂晧瑋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理研究所 
 

摘要 

行政院農委會長期以來透過「農產品交易行情站」網站將農產品之交

易記錄開放給全民查詢。本研究透過R軟體資料的視覺化呈現，結合Google

地圖，將「農產品交易行情站」的資料加以整合包裝，以不同的方式呈現。

此一作法，一方面提供一個在 Open Data 應用上的例子，另一方面亦是想

透過此一例子說明民間或學術界在使用 Open Data 上的可塑性，並期待開

放資料所能帶來的各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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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A1-3 

數位有線電視閱聽行為與社群反饋數據於優質媒體內容之初探 

Open Data for Data-Driven TV Content Planning and Producing 

 

林玉凡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 

 

欒斌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潘金谷  

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摘要 

數位匯流趨勢下，具有連網、雙向傳輸、選擇與互動等個人化功能的

閱聽終端載具呈現快速且多樣化的發展，使用者對於媒體內容的主導性

大幅躍進。對於國內電視產業相關業者而言，觀眾閱聽行為的改變，勢

必帶來新的機會和挑戰；包括更優質化影音內容產製、衍伸加值服務、

更精準的行銷和互動模式等。 

惟國內現階段通行之電視收視行為數據，係由 ACG 尼爾森採 People 

meter 抽樣調查提供，已無法充分反映數位匯流下收視行為的改變而不敷

各界使用。輔以未來國內將發展分級付費制度，MSO 及 SO 頻道配置在收

視戶母體多元趨勢下，勢必需要更為精確的收視行為分析，進而增加頻

道及節目內容抽樣的複雜度。 

有鑑於此，雲端暨聯網電視論壇 (CCTF)邀集產業界共同成立「新媒

體收視分析及應用 Working Group」，在 Open Data 概念下，將雙向

Set-Top Box 電視收視行為數據公開分享給加入 New Media User Lab 之

業學界，以利進行閱聽行為分析並運用於發展新型態的節目內容、推薦

系統或衍生加值服務等，以期為產業創造更高價值。 

本研究即嘗試結合 (1) CCTF 每月約 4-6 億筆 STB 收視紀錄與(2) 資

策會創研所 (IDEAS-III)所蒐集頻道 Facebook 粉絲頁觀測數據（粉絲

數、談論數、發文/回應量），以「時間序列分析 (Time Series 

Analysis)」工具，從中驗證其間可能存在之關係趨勢。此外，另結合閱

聽眾（粉絲）之「非結構性」反饋回應資料，初步探究優質媒體內容

（高收視率與高社群互動狀態）所具備之特徵，進而作為我國政府與相

關產者策略擬定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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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A1-4 

應用 Open Data 於學院學生之地理分佈 - 以系層級為例 

 
孫秉良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blsuns@gmail.com 
 

趙立本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lbchao@gmail.com 

 
 

摘要 

政府施政過程花費了龐大經費，蒐集產出大量的資料，這些資料若加

以妥善應用，可以發揮更大的效益。開放資料(Open Data)政策有系統的提

供大量的資料，這些資料使得原來不容易解決的問題，利用開放資料，處

理分析後產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本文應用教育部所開放的各級學校的資料，資料含地址提供空間定位

資訊，配合學校自有的學生資料，經處理後可呈現學生來源的地理分佈。

面對招生競賽的需求，回答招生中與學生地理分佈關連的問題，進而整合

相關資料，可以獲得該問題的答案，協助釐訂有效招生目標。 

本文以技專院校之系務會議中，討論有關提昇招生的問題分析為導向，

確立分析問題所需資料需求，獲取開放資料來源料及內部的學生資料、瞭

解資料狀態、資料編輯處理、資料統計關聯，再以 Google 地圖網展示空間

資訊，針對系現有學生之地理分佈，分析學生可能來源之地理分佈，以提

供招生規劃時目標區之聚焦，作招生作業之參考。 

 

 

關鍵詞：開放資料、資訊技術、資訊應用、空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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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Open Data於學院學生之
地理分佈 -以系層級為例

孫秉良、趙立本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副教授、講師
102.11.23

簡介

• 背景
– Open data的興起

–系招生的需求

• 動機
–應用Open data，瞭解學生來源地理分佈

• 目的
–協助釐訂有效招生目標區

• 目標
–整合相關資料，回答學生地理分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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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程序

• 學院系務之招生問題討論

• 定義問題及資料需求

• 獲取開放資料及內部學生資料

• 資料狀態描述

• 資料編輯處理

• 資料統計關聯

• 地圖網展示資訊

招生問題

• 以學院系務會議中，討論有關招生問題

• 系招生需求，回應招生競賽現況

• 確立招生目標區

• 資源有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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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

• 提昇招生率問題本身較為複雜，從瞭解現
有學生開始

• 系現有學生之地理分佈，

• 分析學生來源之地理區，相關區

• 定義招生規劃時目標區，招生作業規劃。

資料需求

• Open Data

– 教育部-大專校院、教育部-高級中學、教育部-高級職
校
• 代碼、學校名稱、縣市名稱、地址、電話、網址、體系別

– 內政部開放資料：全國村里界圖

• 調查資料

– 學生類別：學制、系別、年級

– 個資：學號、姓名、地址

– 學資：姓名、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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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程序與目標

• 案例資料：日四技、資媒系、1234年級

• 學資：姓名、學號、地址、來源學校

–統計圖：來源校、人數、校址

• 行政區：產出目標里

–統計圖：來源里、人數、里界圖

• 目標里：產出聚焦目標

–學號、地址、里界

教育部資料

• 教育部-全國大專院校

–全國與北區

• 教育部-高級中學

–全國與北區

–公立與私立

• 教育部-高級職校

–全國與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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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分布圖

高級中學 –公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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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 –公私立 -北部地區

高級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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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資料狀態

• 資料狀態
– 檔案格式：txt, csv, jason

– 正確性：空間資料，地址、地理座標

•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名錄

• 代碼學校名稱 縣市名稱 地址 電話
網址 體系別

• 0001國立政治大學 [38]臺北市 [116]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02)29393091 http://www.nccu.edu.tw [1]一般

• 0002國立清華大學 [18]新竹市 [300]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101號 (03)5715131 http://www.nthu.edu.tw [1]一般

• 大專校院

資料編輯處理

• 轉檔：檔案格式轉換

• 匯入：進入

• 明顯錯誤之改正

• 待確認錯誤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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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統計關聯

• 學生資料的統計
–避免個資

–整體個別

–統計展示

• 學生與學校關連
–學生來自何校，高級中學、職校

• 學生與行政區關連
–學生來自何行政區，縣、市、區、鄉、鎮、里、
村

資料關聯處理

• 關鍵欄資料編輯

–代碼

–學校名稱

• 資料庫關連SQL語言：Table 之inner join

• 手動編輯：少量資料處理

17



Google地圖網展示空間資訊，

• 匯入：生源校、人數、校址
– 統計圖：生源校、人數、校址

– 統計圖：生源里、人數、里界圖

– 學號、地址、里界

• 編輯：
– 校址、地址

• 展示：
– 生源校人數圖

– 生源里人數圖

– 目標里學生分布圖

大一生源校人數圖

18



大二生源校人數圖

大三生源校人數圖

19



大四生源校人數圖

里學生數

里 區 市 人數

堵北里 七堵區 基隆市 2

堵南里 七堵區 基隆市 1

中興里 中山區 基隆市 1

太白里 中山區 基隆市 1

正明里 七堵區 基隆市 2

永平里 七堵區 基隆市 1

西榮里 中山區 基隆市 2

協和里 中山區 基隆市 1

20



QGIS：生源村里圖

生源市區里數

區名 里數 區名 里數 區名 里數

安樂區 16 汐止區 6 后里區 1

中山區 12 板橋區 5 臺中市 1

中正區 7 三重區 2

仁愛區 6 永和區 1

七堵區 4 金山區 1 信義區 8

暖暖區 2 新店區 1 大同區 1

萬里區 1 臺北市 9

基隆市 47 新北市 18

21



學生分布現象分析

• 學生分布的現象有集中及分散。
• 集中現象

– 學生數前三名生源學校，與學校距離，系關係距離，
互相間活動

– 增加誘因：加強緊密合作，具體服務

• 分散現象
– 僅一名學校生源學校
– 學生數前三名生源村里，與學校距離，系關係距離，
互相間活動

• 管道識別
– 強化現有：服務學生、服務校友
– 建立關鍵：目標區、合作對象

關係現象分析

• 關係圖：

–學生間內部，地緣小組；

–學生與老師，地緣責任區；

–老師間，互相連絡支援。

• 本文試圖回答了學生在哪裡？

• 知彼，識別需求：學生要甚麼？

• 知己，服務提供：我們能給甚麼？

22



結論與建議

• 本文提供應用現有資料作加值應用例，處
理學生在哪裡的問題。

• 在競爭的時代善用資訊

–知彼：學生要甚麼？

–知己：我們能給甚麼？

• 百戰百勝關鍵在知己知彼，服務到位。

• Google地圖系統可應用於實務操作。

• Open Data 時代，限制降低、挑戰嚴峻！

誌謝

• 經國學院提供資訊多媒體應用系學生資作
案例分析之用。

• 地圖網：Google Maps

• GIS軟體：Quantum GIS

• OpenDataGOV：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 教育部開放資料清單：

• 內政部開放資料：全國村里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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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放資料提升教育品質：從科技化教育政策談起 

計惠卿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jih@nhcue.edu.tw 

孫照昌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g10125431@nhcue.edu.tw 

摘要 

值此知識經濟時代，人民之知識技能是社會的資材基石，提高國民的

生產力是各國的優先建設課題，誰能在智價競賽中先馳得點、就擁有富裕

的優勢；各國紛紛投入各類的教育政策，期使能累積社會智慧資財的作為，

達到「藏智(富)於民」的境界。依杜拉克的見解，因為知識成為主要的生

產動力，企業界從八○年代「全面品質管理」、歷經九○年代的「企業再

造」，並於 21 世紀邁入「知識管理」策略：從資料（初始的文字及數字素

材）、轉為資訊﹙把有資料作脈絡的處理﹚、轉換成知識﹙把資訊經過學

習的認知、技能與情意的經驗而生成外顯知識與內隱知識﹚、再活化為智

慧（善用知識）、再轉化新創知識且擴散分享及應用。 

因此，對於公營機構及民營企業的競爭力而言，如何尋找知識、儲存

知識、運用知識，就成為提升組織競爭力的關鍵，而其關鍵的第一步就是

「尋找知識」。若將政府機構視為一個企業，則教育主管機關是一規模龐

大的企業體，面對林林總總的教育期待，必須要找出如何加速「從資料到

知識」的方案，「開放資料」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藉著教育相關政策

與計畫資料的開放，讓國民以各樣的視野角度來參與知識的創造、流通、

分享、利用與再利用，達到眾志成城的果效。 

美國教育部的教育科技辦公室（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所提出之為期五年「國家教育科技計畫」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NETP》，聚焦於「科技帶動學

習」關鍵點及「學習、評量、教學、設施及生產力」五大項目，其中最特

別的是生產力（productivity：評估學習成效與投入成本資訊作為決策改

進依據），這是美國教育政策首度採取「成本效益（Return-over-

Investment）」評鑑等級。這也是當前世界經濟不振之際，面對國家教育

經費日漸短絀、科技化教育的經費過於龐大之事實，就轉為關切起「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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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益」的課題。《NETP》指出當全球的各行各業努力提升其生產力時，

教育界卻沒有反映出對於管理成本以提高生產力的重視，即使三十年的教

育經費提高 70%，卻沒有檢視是否有助於學習生產力的提高。為了更謹慎

而明智地花費每一美元，在 NETP五年計畫內，明訂要測量和管理教育政策

的成本效益；然而，從中央、地方政府到各校，各項資料都是各自為政的，

所以首要之務就是把所有資料先有效的整合起來，再分享出去。 

本篇報告將從知識管理的策略出發，並以國教育部之《教育科技計畫》

為佐證，探討教育部門應積極開起開放資料的作為，期使能正面助益於我

國教育品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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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放資料提升教育品質

從科技化教育政策談起

OpenData學術研討會

臺灣資訊系統研究學會

2013年11月23日，台北市：圓山飯店

計惠卿 jih@nhcue.edu.tw

孫照昌 g10125431@nhcue.edu.tw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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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緒論

– 藏智於民與知識管理

– 開放資料以加速競爭力

• 策略

– 從教育資源、到成效資料

– NETP政策之成效評鑑

• 建議

– 政府開放資料之特質

– 開放資料研究之方向

27



3 of 36

本講義僅供現場觀眾參考，請勿拷貝或傳遞，以免觸法

緒論

藏智於民與知識管理
開放資料以加速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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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Goal：藏智於民

• 值此知識經濟時代，

– 人民之知識技能是社會的資材基石﹐

– 提高國民的生產力是各國的優先建設課題﹐

– 誰能在智價競賽中先馳得點、就擁有富裕的優勢

• 各國紛紛投入各類的教育政策，

– 期使能累積社會智慧資財的作為，

– 達到「藏智(富)於民」的境界。

28



5 of 36

本講義僅供現場觀眾參考，請勿拷貝或傳遞，以免觸法

智慧在哪裡：從資料到智慧

• 知識的層級：

(4) 再活化為智慧（善用知識）

(3) 轉換成知識
• 把資訊經過學習的認知、

• 技能與情意的體認

• 而生成：外顯知識、內隱知識

(2) 轉為資訊
• 把資料作脈絡的處理

(1) 從資料
– 初始的文字及數字素材

智慧

↑

知識

↑

資訊

↑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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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

Data

對事件審慎、
客觀的記錄

Information

能啟發、
能做為證據

Knowledg
e

經驗、價值
及文字化的

Wisdo
m蒐集應用知識

採取行動

濃縮Condensed、
脈絡化Contextualized、
計算Calculated、
分類Categorized、
更正Corrected

行動導向、
重大效益、
智者決策

Davenport & Prusak (1998)

比較Comparison、
結果Consequences、
關聯性Connections、
交談Conversation

「將資料放在有意義的情境脈絡（context）中，會以訊息形式呈現，
從中所獲得的事實和觀察結果就是資訊。」 Zack(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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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智慧： Knowledge Management

• 因為知識成為主要的生產動力，

– 企業界…

– 從八○年代的「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

– 歷經九○年代的「企業再造」Reengineering

– 於21世紀邁入「知識管理」策略

•規劃和管理知識的分享、創造和應用的
過程活動

Nonaka, Ikujiro (1991). 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9 (6): 96–104.
Nonaka, Ikujiro; von Krogh, Georg (2009). "Tacit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Conversion: Controversy and 
Advancement in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Theory". Organization Science 20 (3): 63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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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競爭力：尋找知識

• 提升競爭力的關鍵

– 對於公營機構及民營企業的競爭力而言，

– 如何尋找知識、儲存知識、運用知識，
就成為提升組織競爭力的關鍵，

– 而其關鍵的第一步就是「尋找知識」。

尋找知識儲存知識運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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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之找尋困難：重要障礙

• 資訊不易尋找
• 資訊因釋出格式難以重新利用

• 資訊未能在有資訊需求時及時釋出

• 民眾不知道特定資訊的存在

• 資訊使用方式受限於授權方式

• 資訊取得成本過高

英國「資訊力量研究」（Power of Information Review）
Mayo, Ed & Steinberg, T. (2007).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An Independent Review

http://www.opsi.gov.uk/advice/poi/power-of-information-review.pdf

需求：
開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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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加速方案：開放資料

• 競爭力：尋找知識、儲存知識、運用知識

• 「開放資料」：從資料到知識的加速方案

– 若將政府機構視為一個企業，則教育主管機關是一
規模龐大的企業體，面對林林總總的教育期待，必
須要找出如何加速「從資料到知識」的方案，

– 「開放資料」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

– 藉著教育相關政策與計畫資料的開放，

– 讓國民以各樣的視野角度來參與知識的創造、流通、
分享、利用與再利用，達到眾志成城的果效。

31

http://www.opsi.gov.uk/advice/poi/power-of-information-review.pdf


11 of 36

本講義僅供現場觀眾參考，請勿拷貝或傳遞，以免觸法

Case實例： Canada開放資料

• 開放資料幫Canada樽節32億美元
– 在2007年初，有一位市民想要對多倫多的慈善機構進行分析

– 於是，就向CRA (Canada Revenue Agency )稅務局取得
2005年的多倫多慈善機構稅務資料

– 取得資料後，就用Excel彙整了2005年的慈善稅務資料後，

– 某天，一時興起，純粹好玩，就以「捐款收據額度」 來排序
慈善機構的大小

– 加拿大人眾所週知的最大慈善機構是「The United Way of
Greater Toronto」(多倫多聯合勸募)

– 但是，確愕然發現：不怎麼有名的「ICAN、Choson Kallah
」捐款額度是United Way的三倍之多

– 就把資料轉給國稅局的慈善委員會，意外揭發了稅務詐欺案！

– 調查現：捐款詐欺每年約有10億元、到被揭露為止，共損失
了32億元、亦即全國捐款的12%是捐款詐欺

http://eaves.ca/2010/04/14/case-study-open-data-and-the-public-p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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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行政效能： Canada的教訓

• 政府的資訊，

– 應該呈現型式

•可接近的accessible 、

•開放的open 、

•除去腳鐐的unfettered 、

•電腦可讀取的machine readable
format

– 公開的資訊，能讓行政部門更積極的作為

http://eaves.ca/2010/04/14/case-study-open-data-and-the-public-p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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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s’ Law：眾眼探究、提早發現

• 「足夠多的眼睛，就可讓所有問題浮現」

• （given enough eyeballs, all bugs are
shallow）

– 只要有足夠的測試員及共同開發者，所有問
題都會在很短時間內被發現，而且能夠很容
易被解決

– Linus Torvalds ，Linux創始人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nus's_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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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府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

• 為何要開放政府資料?

1. 促進透明治理、增進民眾對政府的信賴

2. 加速行政革新、有效配置行政資源

3. 促進人民參與、善用民間力量

陳舜伶、林珈宏、莊庭瑞，《藏智於民 – 開放政府資料的原則與現況》。
中央研究院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台灣創用 CC計畫發行。201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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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從教育資源、到成效資料
NETP政策之成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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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教育資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 學習資源的Open Data

– 開放課程(MOOC)

• MIT開放課程OpenCourseWare, 2001

• Khan Academy可汗學院 2006

• Udacity、Coursera 2012

–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 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 2002年，全球開放教育資源論壇Global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um

– 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ERI)研究, 2005

•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The Emergence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報告, 2007

http://en.wikipedia.org/wiki/Open_educational_resources

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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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
(NETP, USA)

•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

– 美國教育部的教育科技辦公室（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所提出

– 為期五年「國家教育科技計畫」《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NETP》

– 焦點「科技帶動學習」

– 要務「學習、評量、教學、設施、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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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P特色：生產力Productivity

• 美國教育部2020目標
– 增加大學學位公民率：從目前<40%、增加到60%

• 如何到達這目標？
– 我們的教育系統在所有等級將重新設計程序和結構

– 拿科技力量的優勢來改善學習結果

– 更有效的使用：更多時間，金錢和職員

• 生產力Productivity：NETP第五要務

– 評估學習成效與投入成本資訊作為決策改進依據

– 這是美國教育政策首度採取「成本效益（Return-
over-Investment）」評鑑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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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五層級

5：期望的成本效益

4：組織期待的結果

3：成員應當表現的行為

2：成員符合該行為所需
具備的知識、技能與
態度

1：成員透過教育訓練可
以達到的改變

Level 1 – Reaction 反應
Was the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learning?

Level 2 – Knowledge 知能
Did they learn anything

Level 3 – Behavior 行為
KSA being used on the job?

Level 4 – Result 結果
Was it worth it?

成
效

訓
練

Level 5 – ROI 成本效益
Was it cost-effective?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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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P生產力： 教育經費

• 生產力之檢視：被忽視的一環

– 當前世界經濟不振之際，面對國家教育
經費日漸短絀、科技化教育的經費過於
龐大之事實，關切「實質使用效益」的
課題。

– 當全球的各行各業努力提升其生產力時，
教育界卻沒有反映出對於管理成本以提
高生產力的重視，即使三十年的教育經
費提高70%，卻沒有檢視是否有助於學
習生產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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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P生產力：聰明的投資

• 美國政府知道…

– 花更多的錢，未必就能解決問題

– 必需在有限的預算內、達成最大成效

• 更聰明的投資

– 使用技術導入到計畫、管理、監控和報告開支（教育系統財務績

效）會有準確的決策、帶來更清晰的教育成果

– 系統式的改善：連續的、循環的、不斷的測量 提出更優的

改善方案

• 有用的資料

– 為了更明智地花錢，NETP計畫明訂：

• 要測量和管理教育政策的成本效益

• 然而各項資料都是各自為政的，所以首要之務就是：

把所有資料先有效的整合起來，再分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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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vs.生產力：流程改造

• 結構創新+流程改造(科技化)顯著提高生產力

– 科技未必有用：生產率矛盾(Productivity

Paradox,1993)

• 資訊科技的投資、未必提升(甚至有害)生產力

– 科技提升生產力(productivity): 2003找到關鍵因素

1. 結構創新(structural innovations) &

2. 科技支援之流程改造(redesign of business

processes made possible by technology)

• 教育之借鏡

– 系統觀：教育系統有教育制度、學校、教育工作者、學

生、家長、社會…等環節

– 環環相扣：重新思考教育系統之各個環節（學習、評量、

教學、基礎設施、營運管理、財務…）

Brynjolfsson, Erik (1993).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6 (12): 66–77

Black, S. E., & Lynch, L. M. (2003).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work. In D.C. Jones (ed.), The handbook of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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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資料數據：教育變革的第一步

• 成功案例：密西根州、教育局
– 問題Problem：高中學生的輟學率(dropout rate )過高

– 方案Solutions：

1. 找出明確的資料數值

1. 各校建置資料：自入學(9年級)到畢業(12年
級)學生

2. 各校持續測量、使用指標數值來預測退學可
能性

2. 啟動計畫：Regional Data Initiatives grant
program（RDIGP）

3. 撥款學校：97%學校簽署

4. 擴大科技化教學方案：線上教學（允許100%修
課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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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持續改進：掌握學習狀況(成績)

• 為什麼需要(高一到高四)連續四年的學習資料？

– 某一位高中學生的「代數」成績好，

– 他(她)就有機會：精熟掌握更多的數學單元！

– 因而激發了他(她)追求數學相關職涯發展的可能

• 持續改進的條件：

– 找到可以定義和測量生產力的方法

– 學習的結果與投入的成本可以被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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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和管理成本：從模糊、到明確

• 持續改進的條件：

– 學習的結果與投入的成本可以被追蹤

• 教育成本在美國…模糊的
– K12(中小學) ：平均每個學生每年經費約US$1萬

元

– 但是，沒有明確的經費分析資訊

– 教育的計畫和報告：範圍過大、測量指標不清晰，
使得難以追蹤分析

• 改良：核算「特定功能&服務」成本
– 成本會計提供完整的全貌

– 以記錄、跟蹤和報告特定的成本

– 特定功能或服務相關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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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決策用的資料：整合的

• 現況資料：以經具有多種資料系統

– 入學、出勤、成績、財務、人事、學生、午餐等

– 分散的、龐雜的、少引用意義的

• 需求資訊：整合分析複雜資料後的資訊

– 針對：特定目的、呈現有意義的數值

• 執行方案：

– 教育主管機關：組成流程改造團隊(Process-
Redesign teams)，走入校園、而非坐在辦公室看
著送來的工作流程

– 去除地區的、學校的障礙，促使更高效率的資源使
用

Consortium for School Networking (CoSN). (2009). Mastering the 
moment: A guide to technology leadership in the economic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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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力來評價：卓越的教育成果

• 芝加哥 Young Women's Leadership Charter School (YWLCS)

– 2002年，採用全新的授予學分系統，幫助學生精通課程教材

– 以能力表現(competencies )的評分，取代座位時間(seat
time)評分

• 能力表現的評分(proficiency rating)

– 每個關鍵學習目標(評分等第)：高績效High Performance、
熟練Proficient、不熟練Not Yet Proficient

– 可以適時提供補救學習策略(remediation strategies)

– 達到該科目70%的學習目標：就獲得該科目的學分

– 此一評分是依照每一位學生進度、由教師每天更新評定

– 大家都看得到：學生、教師、家長

• 基於能力(competency-based approach )的結果

– 該校(2009)畢業生的升學率：高達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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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料來改進學習

• 馬里蘭州 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 學校

– 學生的家庭背景改變：1980和1990年期間，貧困家庭、移

民家庭、少數民族。

• Integrate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QMS)

– 「整合品質管制系統( 1999)識別且縮小成績的差距

– 資訊包含：選課、出勤、 課表、試成績、職涯發展等

•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IMS)

– 給教師使用之各項資源：(學期間)形成的評量、(學期末)總結
的評量、各種學習績效的篩選、課程指引和課程計畫等。

• 實施結果

– 整體提高了閱讀成績。尤其是：非裔美國人，西班牙裔，和低收入

家庭的學生 (Childress, Doyle, and Thomas 2009).

Childress, S. M., Doyle, D. P., & Thomas, D. A. (2009). Leading for equity: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the 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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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學習時間

• 麻州之暑假延伸學習(Expanded Learning Time
Initiative )

– 夏季三個月：原先是去農場勞動

– 自從2006年，在低收入地區，增加300+小時教學
時間

• 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

– 正規學校以外的時間：延長學習的時間

– 方式：線上學習

– 時間地點：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

– 結果：減少開支、彈性學習機會、提高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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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learning V.S On-line Learning

Seat Time learning
教室學習

On-line learning
線上學習

課程 同一課程 可以選擇課程

地點 Classroom 教室 Anywhere任何地點

時間 Fixed 固定 Flexible彈性

進度

same content, same 
pace. 相同內容、相同學
習進度

學生自己決定

指導者 同一人 由學習者選擇

成果評量
出勤、能力、測驗成績、
作業成績

能力、測驗成績、作業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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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新設計：教學和學習

• 現在的教育系統vs.我們的目標

– 有一位學生，學習進度良好，

• 可以不要(在教室裡)原地踏步以等候別人跟上進度？

• 可以更自由地、更廣泛的、更深入的探索學習機會？

– 另一位學生，學習進度不好，

• 可以不要(在教室裡)鴨子聽雷、總是跟不上進度、不斷忍
受學習挫折感？

• 可以獲得特殊的、額外的、有效的學習支援？

• 需求：重新設計教學系統！

– 目前系統=課堂時間、批次處理(班級、學期):1800年代後

– 避免學生：重複不需要的「制式」課堂時間

• 線上數位學習e-Learning ：

– 彈性「自主學習Self-Learning 」

– 每週/每天選擇自己需要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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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生產力目標

• 促進生產力…

– “教育系統”觀點

– 重新設計教育系統之程序和結構

– 以促進教育系統有效工作

– 藉著科技力量，更有效地改善學習結果

– 蒐集有意義的資訊：
• 科技如何支援教學

• 提升哪些能力的學習

• 幫助哪些學生

• 促進哪些影響

– 找出：科技帶來的學習差異之歷程、結果、緣由

– 持續改善之政策擬定、計畫推動、成效監控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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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政府開放資料之特質
開放資料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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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呼籲

1. 對於政府及民間之教育資料的開放：

a) 公開政府推動之教育資源政策或計畫的資料

b) 企業及法人贊助之教育資源計畫的資料

c) 獲得教育資源補助研究者之研究產出的資料

d) 獲得教育資源補助學校之學習過程與成果的

資料

e) 將敏感性資料匿名化以避免侵犯國家機密或

個人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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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呼籲

1. 對於政府及民間之教育資料的開放

2. 對於開放教育資料的研究：

a) 分析各項政策或計畫之學習成效的定義與
測量結果，以對於後續政策提出建議

b) 分析教育體系的教師使用、學生使用及家
長參與等效益之於硬體設備、內容資源等
經費的成本效益評鑑，以提供最佳成本效
益模式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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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永續

Thank You.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計惠卿 jih@nhcue.edu.tw
孫照昌 g10125431@nhcue.edu.tw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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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資料發展與應用現況調查─以美英二國為例

溫演福

國立台北大學 資訊管理研究所

yeanfu@mail.ntpu.edu.tw 

摘要

開放資料( Open Data)為近年來各國積極推動的資訊發展政策，以進一步發

揮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的功效，過往以來政府已將許多資料予以公告，並

且提供各種應用程式來方便民眾存取。有別於此，開放資料的概念是政府提供透

通(transparency)和簡便的存取機制予所有民眾，再由民間參與合作開發相關資訊

系統以促進開放資料應用價值。本研究主要以英、美二個為例，透過相關網站和

文獻調查的方式來探討相關發展歷程、開放機制與規範、以及加值應用模式，藉

此探討和吸取他國的經驗。這二國主要運用社群(community)管理和協同運作

(Collaboration)模式、應用程式介面(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以

及搜尋引擎等功能來提供資料存取機制，運用視覺化操作設計將不同部門的資料

予以整合應用，透過企業或個人團體建構雲端和行動化之 APP 服務，以精準地

提供即時決策資訊、預警功能、制止不良行為、資料混搭以改善服務、公開透明

施政方針和財務流向、甚至內容付費應用…等應用，依此調查結果以延伸諸如巨

量資料(Big Data)和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的應用模式與評估方針，作為政

府資訊治理與管理、民間加值創新應用之參考。

關鍵字：開放資料、發展歷程、資訊治理、加值應用、電子化政府

1. 發展現況

1.1 開放資料 

  開放資料(open data)有別於巨量資料的大量指數增長的資料分析，顧名思義

開放資料將資料予以分享，透明 (Transparency)、參與 (Participation)、合作

(Collaboration)來共享資料以創造價值1，它仰賴一系列的技術、經濟、以及合法

1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assets/memoranda_2010/m10‐06.pd
f>(December 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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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線上自由存取，以標準的格式以達到資料再利用。約 46 個國家之政府機

關（亞洲地區如大陸、香港、新加坡與韓國等）和國際性組織（OECD、世界銀

行、聯合國與歐盟）已經透過此類似概念來實作推廣政府開放資料。過去台灣已

推行十餘年的電子化政府，開放資料是進階版的政府資料處理與應用，台灣在開

放資料的進行歷程中發現落後於英、美兩國在不同國家之間亦建立不同的制度與

應用[5]。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調查英、美間發展開放資料的理念、政策、以

及實務策略和做法，作為國內發展開放資料政策、推動策略、以及服務與管理模

式，以提升民間對開放資料的創新和加值應用。

 開放資料源自歐美民間透過社群網絡進行一系列政府資料分析應用活動，首

要推動國家是美國和英國分別在 2009 年和 2010 年創建了 Data.gov 2和

Data.gov.uk3網站，將國家相關行政單位和國家統計之資料作為主要開放對象，

相對於歐洲過去保護個人資料的法律之下，由一般民眾發起「解放資料運動」

(Free Our Data)4，美國的資料開放發起是由政府單位所推動開始，進行相關「透

明與開放政府備忘錄」、「開放政府指令」、以及「政府檔案管理備忘錄」等一系

列措施，隨之在 2012 年英國政府更公佈開放資料白皮書，以提供透明、多元、

以及多樣性的資料，藉由共通的格式與標準使相關資料與資訊在跨部門和組織之

間互傳，藉此以提供企業或民眾獲取相關資料以作為營運或生活決策之參考[1]。

值得一提的是這兩國的經驗5正可作為推動資料開放政策，例如：線上發佈政府

資訊、改善政府資訊的品質、開創並制度化政府文化、以及建立開放政府的政策

架構6等，其目的是為了促進訊息透明度和參與度，提高資料辨識度與價值，進

而促進機構工作人員之間的合作。這些網站的相關特點列述如下：

 透明度(transparency)

運用開放性原始碼的平台(Open Government Platform; OGPL)7，統一的格式以

利資料交換和讀取，向民眾提供政府的相關訊息，使政府施政能夠透明，也

藉此以創造新的服務和公眾服務專業以改善效能[1]。根據國際貨幣基金針對

亞洲金融風暴的主要原因即在於金融統計資料不夠透明所致，

 資料品質

提供足夠的制度與流程來促進政府提供資料的合法性、辨識度、以及具有價

值的訊息，如何提供有用的資料是推動的主要方向。然而，追求全面品質管

制需求全面且持續的改善。

 參與合作

藉由開放資料與世界各國相關領域的專家共同檢視問題，促進參與者共同創

建解決方案。例如：美國太空總署(NASA)和其他國家太空機構共享太空探

2 美國開放資料入口網站，http://www.data.gov/。 
3 英國開放資料入口網站，http://data.gov.uk/。 
4 2006 年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發起。 
5 美國於 2009 年即製定了「透明與開放政府備忘錄」，「開放政府指令」、「政府檔案管理備忘錄」。 
6 2009 年 12 月提出「開放政府指令」(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 
7 美國開放性原始碼的平台：http://www.data.gov/welcome-open-government-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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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任務，進而參與合作探索太空世界。 

 促進創新 

提供標準化格式予創新者、開發者、媒體、以及學術界開發新的應用，企業

家和創業者可以使用這些公共資源發展更廣闊的產品或服務。英國為了鼓勵

民眾可以利用創意解讀開放資料並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給使用者，舉辦開放

資料競賽，提供歐盟經濟開放資料與獎金等措施。 

 決策輔助 

藉由公開的資料提供予消費者做出明智的決策(智慧公開8)，提供資料分析工

具來分析民眾消費價值。例如：協助尋找合適的衛生保健業者以智慧資訊系

統提供產品資訊， 

  各國也紛紛成立「公開資料協會(Open Data Institute)」，英國政府將會透過這

個組織來利用和激發公開資料的商業潛力，以英國公共部門和學術機構共同發展

一個創新的「孵化環境」，來為英國永續發展的政策提供更深入的建議。 

 

表 1 英、美兩國開放資料系統之比較 

比較項目 美  國 英  國 

代表性網址 data.gov data.gov.uk 

開放資料主題 

旅行、空氣品質、交通安全、犯罪、

藥品安全、教育、就業市場、醫療

保健、工作場所安全9 

醫療(臨床、醫療品質資料) 

教育(學生學習成效、營運績效考核紀錄)

犯罪(法院判決、假釋和再犯犯罪報案) 

交通(道路施工紀錄和計畫、街道級交通

違規和路況資訊) 

政府財務(公務人員>£500 萬報帳紀錄) 

data.gov 特性 

採用互動式目錄以提供大量與種類

繁多的政府資料集，透過單一的平

台來發送資料，讓公眾較為容易找

尋資料，並提供多種格式的資料。

採取公部門與私人機關不同存取權限處

理程序，後者透過帳戶審查再提供存取權

限。 

分類 

依資料的即時需求、開放政府、部

落格、以及社群(communities)來分

類。 

程序流程分為政府部門與私人機關兩種

類型。並且依資料和應用來方便存取所需

資訊。 

平台營運模式 

採取社群概念的經營方式，依不同

的屬性建立 17 個社群。 

以 Apps 來提供搜尋和瀏覽來提供使用者

依資料集、地圖搜尋、發佈者、…等。這

些 Apps 只有部分是免費的。 

目前資料集數 
共 73441項資料集(2013年 9月底資

料)，包括:地理環境(2072)、交通運

共 10322 項資料集(2013 年 9 月底資料)，

包括:統計資料(1003)、政府政策(815)、

                                                       
8 2013 年 2 月政府推出智慧公開社群在 Consumer.Data.gov 
9 “Datasets”, data.gov <http://catalog.data.gov/dataset?_tags_limit=0&_organization_type_limit=0& 
_organization_limi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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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2056)、人口(321)、國家安全

(285)、能源(268)、農業(212)、政府

預算(190)、就業和收入(190)、通訊

(188)、其他(1305)。 

衛生保健(636)、環境局(505)、食品(465)、

地質調查(377)、稅務及海關(362)、交通

運輸(342)、基礎設施(317)、國防(311)。

資料授權 

為聯邦政府相關著作而不主張任何

著作權利，其歸於公眾領域  

自行制定並使用開放政府憑證(open 

Government License)，需標明資訊來源及

聲明，且要提供授權的網頁連結10。 

應用程式數 3703 個 291 種 

參與人數 

至 2013 年 3 月 9 日以來，參與此平

台的公民約 720 萬人、超過 178,000

個呈請書和 1160 萬個簽名， 

由於網站是公開、不需要登入即可存取，

2013 年以來已有約 170 萬的參訪人數，

這已超越去年整年的拜訪人數。 

收費基準 免費 部分免費。 

資料下載登記 無須登記，直接下載 部分需登記， 

資料上傳 有 有 

存取權限 

由於不包含具國家機密的資料，每

位民眾都可以自由存取，對於影響

個人隱私的資料則依美國國家標準

和技術研究院(NIST)所訂的指導方

針為原則。 

政府機關將資料上傳繳交到 data.gov.uk

網站之後，可以直接於網站中供使用者取

用；私人機關則必須申請個人帳戶並取得

個人權限之後，再由網站內部人員進行資

料審核後才能上傳到網站中供使用者使

用。 

 

1.2 開放資料存取機制 

   資料開放要達到資料信賴(trust)、開放合作(open collaboration)、到無所不在

的親密結合(ubiquitous engagement)，首要任務是將資料格式標準化，以利不同單

位資料交換，有別於過去電子化政府只著重於如何提供資料，在大量開放資料之

下，更需要運用各種存取機制來簡化和加速取得所需的資料，這些機制包括目前

系統開發常用的方法，但有因應於資料多樣性而有不同的資料機制。 

 集中列示、分散管理 

相關國家開放資料均以單一入口網站的方式提供完整所有機關部門的目錄

服務與資料集，但這些資料是分散在各個部門的系統來進行維護與管理，然

而，在台灣卻有許多市府單位自行提供開放資料網站，只達到分散列示、分

散管理的模式。 

 社群(community)管理： 

諸如「We the People」之社群平台是目前普遍探用的分享模式，一般民眾可

以運用各種行動平台直接或間接地透過 API 來存取 Regulations.gov 資料，

Data.gov 社群來探討相關特定主題(如：旅行、空氣品質、交通安全、犯罪、

                                                       
10  例如：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doc/open-government-licence/vers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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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安全、教育、就業市場、醫療保健、以及工作場所安全等)的資料內容，

以不同的 URL(如：Health.data.gov)來畫分不同的社群，任何公民都可以透過

這些平台以創建連署，有助於推動白宮和政府重要的政策問題討論。 

民眾可以運用智慧公開社群11以集結各部門和機構的資源。 

 API 方案 

透過標準化的 API 資料接取功能，以提供予使用者透過程式動態地存取諸

如 XML 標準格式之開放資料。 

 APP 應用程式--雲端和行動化服務 

在英國開放資料的特色之一是提供社群行動透通版，以相關 Apps 英國氣象

局公共氣象服務的資料，創建一個 iPhone 的應用程式提供給大眾使用。 

 以搜尋引擎為基礎 

開放資料存取普遍採用的模式是依不同的領域類別供使用者搜尋，例如：英

國即由 Tim Berners-Lee 主導且推動民間開放資料研究機構，以運用搜尋引

擎為基礎的政府入口網(data.gov.uk)來發掘公眾資料的商業潛力。結合諸如

地圖的視覺化介面來進行地理資訊系統之資料搜尋。 

 運用 WiKi 的協同運作模式 

在英國的入口網站提供以 Web 2.0 型式，提供使用者註冊來授權民眾也具有

提供開放資料或編修已開放資料的協同合作模式，這也提升了民眾參與度，

共享更精準的一手資料和整理更具價值的資訊。 

 視覺化操作和設計 

各國開放資料大量運用多媒體元素及動態查詢與互動功能，並使用動態統計

圖和地圖呈現多面向時間數列資料的變動情形，提供親和的介面及彈性的操

作功能，例如：Nielsen 公司12針對美國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以整合美國各地

方政府資料，以智能演算法和視覺化呈現方式來創造市場策略分析服務。 

  為了鼓勵創新應用的推廣，針對上述的存取方式，美、英等國家紛紛舉辦了

一系列的活動或競賽以提高民眾的對開放資料的認識，對於相關議題提供加值的

解決方案。台灣亦不落人後地在各地方政府舉辦創新應用服務競賽[6]，例如：

運用台北市開放的公廁位置資料，結合手機定位發展出公廁地圖應用服務[7]。 

 

1.3 開放資料限制 

  資料開放需考量機密和限制公開的資料、穩私權、以及資訊落差限制，由於

有許多資料涉及國家安全機密資訊，如何界定那些資料不能公開即成為一項重要

的課題[8]，國家安全機密資訊命令(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針對

國家安全資訊的分類、維護、解除機密等[2]，訂定了一個統一的系統。 

  在英國，政府機關將資料上傳繳交到 data.gov.uk 網站之後，可以直接於網站

中供使用者取用；私人機關則必須申請個人帳戶並取得個人權限之後，再由網站

                                                       
11  美國消費者網路：Consumer.Data.gov http://www.data.gov/consumer/community/consumer 
12  參考自 http://www.niels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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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人員進行資料審核後才能上傳到網站中供使用者使用。當系統開放之後，相

關法規的制訂即成為重要課題，以制衡使用者合法使用開放資料。 

  在提供服務的評估的過程中，大眾服務的運行必須在客觀、非個人化開放資

料為前提，大眾有權知道資料的存在，但並不是全部的資料都有權利去存取，訂

定開放資料原則的條款將為第三方創造免費使用政府資料的創新開發。「開放資

料」是政府在提供公眾服務的過程中產生的非個人化資料，開放資料在一個單一、

容易被找到且易於使用的網路存取點(online access point)、公眾資料在一個公開

的認證下免費開放重複使用與商業重複使用、以及個人的、機密的、商業敏感的

和第三方資料將持續受到保護等是政府開放資料的原則[5]。 

 

2. 發展歷程 

 

  開放資料是因應於資訊科技發展之下，依目前最新技術來進階應用相關部門

和機構的資料，其實世界各國早在八０年代或九０年代即推出電子化政府，以將

相關資料透過網路公告予民眾週知，例如：美國政府在 1983 年即提出經由資訊

科技再造政府方案，強化政府效率和民眾參與，各國政府依 Web 2.0 的發展，陸

續推出互動的 Gov 2.0 創新服務(例如：服務貼近和執法合作等)[8]，台灣也已進

入結合可攜裝置、無線寬頻網路、Web 2.0 社會網路應用的第四階段主動、分眾、

以及全程服務的智慧化台灣計畫，對於公共資訊「管理」的模式亦轉為雙向溝通、

民眾參與和決策制定過程之「治理」模式。 

  表 2 所示為美英兩國開放資料發展的歷程表，在這個比較表中也安插了台灣

的發展歷程，所加入的事件以開放資料相關為主，過去已推動的電子化政府將不

包含在這個比較表中，由表中可以清楚了解台灣比美英在開放資料的發展晚了二

年多，這對建構科技島的台灣實應多關注國際的發展，在網際網路的環境下這項

措施的推動可以隨時參考到而需要迎頭趕上。英、美兩國的開放資料在政府各部

門投入的同時，政府部門的主管單位、甚至是總統層級紛紛積極地投入，配合相

關法令的指示以要求各部門遵循與重視這項發展。 

  英、美兩個推出時首重 data.gov 和 data.gov.uk 入口網站的建立，訂定好開放

架構以集中列示開放資料，結合現有技術下發展一套平台，提供予各部門分散管

理開放資料，有助於統一格式和發展規模，相對於台灣的 data.gov.tw 測試版晚了

近四年才正式上線，在這之前各市府和機構的開放資料入口網站已紛紛上線提供

民眾存取資料[6]，這兩者之間的發展方向將使得日後的系統整合成為另一項工

程，這也反應本國在資訊發展的策略制定上應有更完善的規劃。 

  在開放資料量方面，英、美二國在這幾年的發展之下，已幾乎成為巨量資料

(big data)的系統平台，開放的資料集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已遠遠超過其他各國，有

了充足的資料才足以發展更具價值的應用，所以在應用方面已在不同的領域產生

數萬個的應用程式和數百個行動裝置上使用的 Apps，值得我們學習和改進。 

 

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A1-2



表 2 英、美兩國開放資料發展歷程表 

2006  

2009 1 月  

9 月 

 

 

 

12 月 
 

 

2010 1 月  

 

 

3 月  

 

4 月  

9 月  

2011 
2 月 

 

7 月  

2012 
1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10 月 
 

衛報成立了 Data Store 與 Data Blog，將新聞資料開放給與公眾使用。 

2009/9/30 推出 beta 版本 data.gov.uk 開放資料網站。

 在白宮簽署了「透明與開放政府備忘錄」(Memorandum on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

 歐巴馬指示「行政管理和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資訊長發出「開放政府指令」(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發起了「解放資料運動」(Free Our Data)。 

4 月宣布將關鍵數據資產由 data.gov.uk 公開。

9 月倫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公開公車和地鐵資料。 

 行政管理和預算局(OMB)在 2010 年 3 月發布了政策架構(policy 
framework)。 

 Data.gov Communities 裡提供有關特定主題的數據組織架構，推出的第

一個社群(Health.data.gov)。 

7 月提出 Open Data 的規模和願景。

年初英國衛報宣告進入 Open Data Journalism 時代。

 2012/1/18 行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舉辦「我國公開資料加值推動策略會

議」。 

 美國和印尼政府在 2012 的 3 月推出一開放性原始碼的平台(Open 
Government Platform; OGPL)。

 3/24 舉辦為期兩天的開放周末(Open Weekend)，採用 BarCamp 形式讓

參與者和平常深藏在幕後的編輯者和各領域的專家。

4 月推出完全以搜尋引擎為基礎的政府入口網（www.gov.uk）。 

 5 月由 Tim Berners-Lee 主導成立民間的開放資料研究所 ODI (The Open 
Data Institute)。 

 5 月舉辦開放資料競賽，提供歐盟經濟開放資料與獎金。 

 6 月英國政府將其政府開放資料白皮書公佈(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the 
Cabinet Office and Paymaster General, 2012)，作為英國政府開放資料實行的

政策方向。 

 2012/10/15 行政院國家資訊通訊發展小組(NICI)通過行政院研考會所

提「政府資料開放策略」。 

 2012/5/23美國聯邦政府資訊長發布「數位政府策略」（Digital 
Government Strategy），以開放資料、社群網絡與行動運算為主要推動方向。

 英國政府推出 data.gov.uk網站以RDF、CSV、XML等W3C(World Wild Web 

Consortium)所制定的開放標準格式釋出政府公部門的資料，開放資料使用

語意網的技術走向更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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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放資料應用 

 

  開放資料的模式提供了許多延伸應用，特別是在英、美二國的發趨勢來看，

政府以推動和提供相關開放資料，而在民間則扮演改進的力量，透過相關工具的

開發和即時評論，來提供預警、制止不良行為、創新應用等，相關探討列述如下： 

 公開透明施政方針和財務流向 

各部門將其施政方針公告有助民眾和企業了解國家未來方向；將政府收入和

支出發佈公開有助於民眾對於政府信賴。例如：英國定期舉辦”Where does 

my money go?”來追蹤政府預算編列與支出情形13；美國建立預算資料公開網

站 IT Dashboard 以提供預算參與和監督政府運作。 

 提供即時決策資訊 

公開公車和地鐵資料，例如：Bus Guru 即時的整合公車的時刻表和倫敦交

通局路程規劃與倒數系統(Journey Planner and Countdown System)的最佳路

線資訊14，透過由交通局的資料 API 抓取資料即時顯示在動態地圖上，讓民

眾可以即時地了解倫敦交通的路況和資訊。這個部分在台灣亦有推行「台灣

國道通」、「台灣旅遊通」、「台灣天氣」等以將這些服務融入使用者的生活之

中。 

                                                       
13  參考自 http://wheredoesmymoneygo.org/官方網站。 
14  參考自 AppShed所開發的 App 應用程式，參考自 http://busguru.co.uk/官方網站。 

2012/11/8 行政院會報告「政府資料開放推動策略」。

2 月政府推出智慧公開社群在 Consumer.Data.gov。

2013/3/7 Open Data 產業新契機論壇。

 3月參與We the people的公民約720萬人、超過178,000個呈請書和1160
萬個簽名。 

3 月 Regulations.gov(電子決策程序)建立在環保局內共有 39 個合作夥伴

為聯邦部門和機構的代表，超過 50 個組織皆在使用此 API。 

2013/5 Data.gov.tw 測試版正式上線。

2013/7/9 利用 open data 推出台灣防災地圖、Google 災害示警服務。 

2013/7/19 行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與經建會共同舉辦「空間資訊產業推動

加值策略會議。 

2013/8/3 開源人年會 COSCUP，提出民間須主動提出概念構想，讓政府

釋出資料的溝通方式。

9 月 Data.gov 已提供超過 650,000 個數據集。

2013/9/14 民間組成的 Open Data 聯盟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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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預警功能 

詳細的天氣預測資料以 Open Government License(OGL)授權釋出，包含英國

境內五千個地點每小時更新的氣溫、風速、風向、濕度、能見度、紫外線指

數等[9]。英國國家公共交通網路節點數據庫的存取與重複使用，提供事故

警告與交通錄影機畫面給 Google 地圖，並且會在 2015 年提升裝有全球定位

系统(GPS)功能的巴士至 80%。 

此外，還包括如 NHS Choices data 釋放健康的資料，提供民眾查詢和追蹤最

新的健康資訊，提供個人身體不適的症狀來查詢病症，提供大量的健康資訊

讓使用者掌握各自的健康照護，協助使用者對自己的健康作出選擇

(http://www.nhs.uk/Pages/HomePage.aspx)，英國的醫療保健服務連接最主要

的醫療資料集，提供醫藥、醫療服務和其他醫療專業人士新的資訊和病人在

醫療系統中的歷程和不同治療方法的效果。這將會是除了「藍按鈕」(Blue 

Button，美國退伍軍人醫療記錄)之外，提供最全面的醫療資訊。 

 藉由公開資料以制止不良行為 

提供大眾透過網路能有即時評論的服務。http://www.lovelewisham.org 網站

以鼓勵民眾舉報塗鴉和非法傾倒廢棄物並快速清除，自推出後降低了 8%的

塗鴉問題及 30%的投訴。 

www.lovelewisham.org 網站在 2009 年 10 月轉變成新的線上網路犯罪地圖，

是第一次大眾可以在自己的區域透過郵政編碼搜索犯罪事件和警方的處理

結果。 

在公司成立時須將利益所有權的法律實體的訊息公開。如：空殼公司，掩蓋

非法行為者的身分使他進入存取國際金融系統。 

更新街道地圖上顯示出被洪水或損壞道路與橋樑被封鎖的路段。從犯罪地圖

(圖三)的基礎上，讓大眾透過使用警方資料在深夜能夠幫助他們選擇最安全

的路線或者為他人發布旅遊路線提示。 

 創新應用以創造經濟利益 

Berners-Lee 和 Nigel Shadbolt 教授認為將資料公開釋放出來重新利用，可以

為經濟成長帶來顯著的增加。並且成相關研究院以發掘公眾資料的商業潛力，

為英國國內的公部門和學術單位，提供創新的環境。 

 內容付費應用 

面對數位時代的挑戰，部分傳統媒體如紐約時報與倫敦時報等，逐漸採取內

容付費的方式將內容封閉起來。衛報則採取不同的思維，他們相信，將內容

開放出來之後，能夠在數位化時代當中更為成功， 

英國氣象局(Met Office)的公眾氣象服務(Public Weather Service)針對客製化

的氣象服務進行收費。 

 資料混搭以改善服務 

2008 年美國俄亥俄州的一位律師製作了自來水廠供水區地圖和白人擁有的

房子之間的比對，結果發現白人的房子都具有自來水服務，黑人房子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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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促進政府服務改善。 

 運用語意網進行推薦服務 

隨著資料之不斷增加和著眼於行動上網之普及，如何即時並且減少資訊負載

將是運用這些資料一大課題，雖然各國都已建立搜尋引擎、API、Web 2.0 社

會網絡、以及行動網路等技術，著眼於 Web 3.0 容入了語意網概念於開放資

料[4][10]，透過推薦技術的發展來自動化、甚至智慧化地將適時、適地、適

物、以及適人地將資料主動放送(push)或是以使用者點選的(pull)方式來全程

即時資料運用服務。 

 

4. 開放資料執行與評估 

 

  美國和英國在開放資料的作法互通之餘發展自己的特色，由美英兩國所開放

的資料主要是政府相關單位的資料，這些開放的資料的運作模式已作為世界各國

政府採納，以公開資料予一般民眾使用。很明顯地，主要的目的是作為政府宣傳

和推動政策，以作為民眾和企業獲取資訊，作為各自研發創新應用，並且作為企

業發展和配合行政法規之用。 

 

4.1 開放資料的執行 

  以執行面來看，在英國的作法上，考量並非所有資料都可以開放，需以增進

公共利益為前提下，有限制的提供資料，納入了存取權限控制以整合公部門和私

人機關之開放資料系統，在資料開放和隱私之間取得平衡，先進行資料檢驗以防

止資料誤用而侵犯公眾的權利。這對於不同類型的資料需要加以分類，以權衡資

料開放程度，特別是涉及收費、國家安全、個人隱私等以兼顧資料品質、個資法、

以及資訊安全。 

  美國各聯邦政府機關開採用逐步轉換法，成立數位服務創新中心來專責協助

其他機構至少納入二個已建置具有高價值資料系統，依規範的程式介面和詮釋資

料格式進行公開資料。依不同的屬性建立社群以集結相同興趣的民眾於同一社群

中來激發創新和加值應用[8]。不言可喻，一項政策的推動需要高階主管的支持，

而美國正仰賴總統的支持與推動，提供一套整體性發展架構來導引，並且建立營

運模式作為示範。 

    倘若執行的單位各自獨立或僅是互相參考，而沒有一致共同規範的機制，則

可能造成各機關資源重複投入的浪費，不斷墊高不同機關、單位之間協調與管理

的成本；最後，就評估層面，在欠缺一套共同的績效指標之下，更無法提供不同

機關、單位努力的誘因，更遑論中央政府得以掌握最終政策推展的成效。 

  由美國所強調規範的程式介面和詮釋資料格式以利資料整合為一大工程，就

目前系統發展的歷程可以發現，如何運用服務導向架構的概念，訂定以 XML 為

基礎的資料交換標準，在不同現有系統之間的系統平台予以整合，以在不同的資

料庫系統之間提供具開放應用的 API 介面、資料格式、以及查詢標準，甚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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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諸如美國的 data.gov 和英國的 data.gov.uk 整合單一的入口網站，以有利於這項

政策的推動，這提供我們很好的參考模示。 

   

4.2 開放資料的衡量指標 

  執行面重方向也需重視執行過程與結果的評估，以符合預期成效，目前許多

國家政府已持續提供標準化格式的資料集，符合 W3C 所制訂存取性(accessibility)

和易用性(usability)基準的五星級評估模式：(i)提供諸如 Excel 程式讀取的結構化

資料；(ii)使用非所有權的格式(例如：CSV 和 XML 格式)以利自由軟體讀取；(iii)

依 W3C 所定的 URI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和 RDF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被其它相關資料指向連結；(iv)延伸連結到其它資料等。 

  然而，開放資料不是一昧地將一堆數據公開而已，尚需考量相關衡量基準，

就開放網站所包含的資料、軟體、以及介面存取品質，開放平台的軟體品質可依

ISO/IEC 9126 和 ISO/IEC 25000 之軟體產品品質作為評估模型[3]，IEEE 1012 亦

定義軟體介面存取的五項主要品質因子：正確性 (Correctness)、一致性

(Consistency) 、完整性 (Completeness) 、精確性 (Accuracy) 、以及可測試性

(Testability)[8]。 

  參考軟體品質標準，尚需包含 ISO/IEC 25012 的資料品質因子中的：精準性

(Accuracy)、完整性(Completeness)、一致性(Consistency)、可信賴性(Credibility)、

流順性 (Currentness)、可親性 (Accessibility)、遵循性 (Compliance)、保密性

(Confidentiality)、效能(Performance)、精確性(Precision)、可追溯性(Traceability)、

可理解性(Understandability)、可用性(Availability)、可移植性(Portability)、可復原

性(Recoverability)，以獲得更完善的資料和存取介面品質。 

 

5. 結論 

 

   本文以文獻和網站整理了美英二國在開放資料的發展現況，比較兩國的入口

網站：data.gov 和 data.gov.uk 發現開放資料不只是著重於資料開放的格式，已著

重於提供民眾各種資料存取管道與介面，現有系統已發展的 API、雲端與行動化

APP、Web 2.0 互動式存取到 Web 3.0 的語意網、以及視覺化操作等技術已套用

到資料格式之上，這已超出 W3C 只針對資料存取性和易用性的五星級評估模式，

需加入 ISO/IEC 9126、ISO/IEC 25000、或是 IEEE 1012 軟體品質以分別針對介

面存取和資料品質作為衡量指標。除此之外，開放資料不意謂開放所有資料，針

對具隱私或安全性資料則需限制存取，這項條件將作為衡量指標之一。 

  開放資料應用有了民間團體的加入，所產生的加值應用已覆蓋了電子化政府

原有的功能，使得人們得以直接運用開發的工具和系統來提供預警、即時決策資

訊、制止不良行為、以及創新應用等，不再依靠政府的原始資料或是簡易的程式

來呈現，展望美英兩國的相關應用已進入 Web 3.0 的語意網應用和行動雲端服務

模式以視覺化設計，提供民眾在任何時間、地點、裝置存取到所需的資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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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這些開放有用的資訊將以物聯網技術結合推薦機制自動化地應用在我們生

活的每一個細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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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咖啡館座談 



公民咖啡館座談 

2013年 11月 23日 

09:00~10:30 

圓山飯店 VF  107會議室

討論主題： OPEN DATA 政策與挑戰 

主持人：陳文生 ( 高雄大學副校長 ) 

汪志堅 ( 台北大學 ) 

劉啟文 ( 天氣風險 ) 

1. OPEN DATA 隱私及授權問題
2. OPEN DATA 政策及法規問題

形式：與會者分成兩桌討論，每桌討論 30-40分鐘後換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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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ata  

法規、隱私與授權 



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B1-1 

從OGL檢視我國目前開放資料規範

林杏子 

國立高雄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葉昱琦 

國立高雄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snoopy325xp@hotmail.com

摘要 

隨著網路與資訊科技的發展，大量的資料被收集，而在這些資料背後

代表的是極大的利益，因此各國皆已投入將這些大量的資料開放出來，而

以政府擁有的資料最為豐富也最為重要，這些由人民繳交的納稅錢所累積

出的公共資料，政府將這些資料開放讓民眾可自由使用，經過社會大眾的

加值發揮其最大效益。但我們也不得不去思考在這些為數眾多的資料背

後，是不是有些資料與人民的隱私相關呢？而這些資料再經過多個資料庫

的開放出來，這些資料庫的關聯性會不會使我們的隱私完全暴露在社會之

下？ 
目前開放資料的倡導者們皆認為這些資料應該能自由取得，沒有限制

也不該索取費用且接受商業使用，在這些倡導下，難道真的不需要任何限

制來規範任何人的使用嗎？企業可以零成本的使用這些開放資料，然後再

推出服務與民眾收取費用，這些免費資料是不是成為企業的搖錢樹？ 
在國外，皆制定了條款以規範這些開放資料的使用，如英國的 ODbL，

目前台灣政府在各個開放網站內也皆有規範，但這些規範與國外的相較起

來，仍不嚴謹且版本不一。因此，本研究以參考英國的 ODbL 來做為目前

政府的比較模範，透過兩者的相較之下，期望政府可補充目前條款的不

足，且採用統一的開放授權條款釋出，以利資料的使用，且讓民眾在開放

資料這個新的議題下，生活可更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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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盛 

南台科技大學資管系 



從OGL檢視我國目前
開放資料規範

林杏子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葉昱琦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吳 盛南台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報告大綱

 動機與目的

 何謂OGL

 不同國家的授權方式

 國內目前開放資料平台規範

 從OGL看國內目前開放資料平台規範

 結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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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與目的

隱私
3

動機與目的

 英國政府資料政策白皮書

馬賽克效應 Mosaic effect

 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去匿名性 De-anonymization

 Privacy Preserving Data Min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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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與目的

 政府開放資料現況

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開放及制定平台使用規範

沒有統一的授權規範

政府資料公開法

政府應該將其資訊主動公開

非針對開放資料的獲取及使用

5

動機與目的

OGL 不足部分 訂定規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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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Government Licence

 英國為開放資料所制定的授權條款

 2013年6月發布2.0版本

 針對政府所開放的資料進行使用上的規範

 對開放資料獲取及使用方式皆有明確規範

7

Open Government Licence

 內容共包含以下幾部分：

使用內容

使用規定

授權範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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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國家的授權方式

授權方式 國家

Public Domain 美國、荷蘭

Creative Commons 澳洲、紐西蘭、義大利、智利、捷克等

ODbL 1.0 摩洛哥、突尼西亞

Open Government 
Licence

英國

9
資料來源：陳瑞霖，各國政府資料入口網站及授權方式清單， http://taipei-wikipedian.blogspot.tw/
2013/05/list-of-government-data-portal-around-the-world-and-the-license-they-choose.html

為何選擇OGL?

10

不適用於台灣
Public 

Domain

針對創作物、內容
Creativ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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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目前開放平台規範

單位平台 授權方式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自訂規範

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自訂規範

台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自訂規範

台中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自訂規範

農委會資料開放平台 CC-BY-SA

11

從OGL看目前開放資料平台
規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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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

OGL
 需標明資訊提供者提供的資訊

及 OGL 2.0

 近似創用CC- 姓名標示- 相同方

式

國內規範
 僅要求應以適當方式註明資料

來源主管機關

13

授權範圍

OGL
 明訂資料開放不可包括

國內規範

 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僅說

明不包括專利權及商標權

14

個人資料

在法規下不允許公布或揭露的資訊

LOGO、圖示

軍事圖標

第三方人授權於資訊提供者的權利

智慧財產權，包含專利、商標、設計權

身份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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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範圍

OGL

 規定明確

 人民權益可獲得保障

國內規範

 規定不明確

 灰色地帶

 如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平台

15

16

個
人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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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政府應建立統一規範以讓資料利害關係人皆可獲得保障

 可參考OGL擬定我國開放資料之規範

 資料開放時應顧及人民的權利

明確界定何種資料須開放及不開放

進行隱私影響評估，如利用Privacy Preserving Data 

Mining作為輔助

17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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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B1-2 

政府資料開放之法規限制

陳曉慧 

台灣科技大學智慧財產學院科技管理所 

hsiaohui@mail.ntust.edu.tw 

涂家瑋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EricTu@itri.org.tw 

摘要 

法規對開放之限制。特別是去(101)年初研考會公布之「行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政府資料開放作業原則」明訂：政府資料以開放為原則（第 4條第

1 項前段）；以允許使用者自由加值應用為原則（第 7 條）；以無償提供為

原則（第 8 條）。因此，各機關必須先進行資料權利狀態的盤點，才能為

符合上述原則之開放。於此所應釐清之法規，依據本研究之發現，共有七

類：著作權法、個人資料保護法、公平交易法 24 條、政府資訊公開第 18

條、資料主管機關法規（如氣象局之氣象法）、經費來源法規（如各部會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特別性質資料法規（如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條例第 21 條、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及其等之相

關法規）。本文將剖析各類法規碰撞政府資料開放的新觀念時，所發生的

實務問題，例如依據工程會招標契約範本招標產製之政府資料，可能發生

的著作權歸屬疑義，提出適當的修訂建議與可供機關參考的資料盤點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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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料開放之法規限制

陳曉慧
台灣科技大學智慧財產學院科技管理所助理教授

涂家瑋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第一屆Open Data學術研討會，台北，2013/11/23

綱要

• 政府資料開放之意義

• 應遵守之法令規範

• 各類規範盤點時應注意事項

• 結論

2013/11/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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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 101年初公佈之「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明訂政府資
料：

–以開放為原則（第4條第1項前段）

–以允許使用者自由加值應用為原則
（第7條）

–以無償提供為原則（第8條）

2013/11/23 3

開放之意義

•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
原則，定義「政府資料開放」：

–政府資料以開放格式於網路公開，提供個人、
學校、團體、企業或政府機關等利用人，依其
需求連結下載及利用。（第3條第1項第1款）。

–另於第七條規定，允許利用人自由加值應用為
原則。

2013/11/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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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PSI Re-use Directive

• 再利用是指個人或法人使用公部門持有之
文件，非為製作文件之公務原始目的，而
是為了其他的商業或非商業目的。

• 公部門間單純為促進他們的公共任務而交
換文件，不成立再利用。

2013/11/23 5

開放之意義

• 重製：以任何方式重複製作
• 散佈：以有體物的方式，向公眾提供。
• 公開口述、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展示：

以各種無體的方式，如朗讀、播映、廣播、電視、網路、
實體展示，向公眾提供。

• 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
原著作另為創作。

• 組合在產品、apps與網路
• 至於再授權(sub-license)一般認為並無必要。

– 第三人從再利用人處，取得資料時，可直接以第三人利用該
資料的行為，成立提供人、平台與該第三人的利用關係。

– 如此，再利用關係僅須適用同一條件，也可避免再利用人不
當限制第三人之利用行為

2013/11/2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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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意義之迷思一

• 可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行政程序法近用，
尚非開放
– 行政院各部會網站均有「政府主動公開資訊」
– 但於其網站之著作權聲明也多如研考會：「本資訊網

資訊內容受著作權法保護者，除依法令為合理使用情
形者外，應取得該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後，方得
利用。」

– 極少如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使用規範：「本府依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六條之規定主動公開與人民權益攸關施
政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使用者以非專屬授權之方
式，不限時間及地域，重製、改作、編輯或為其他加
值應用方式開發其他產品或服務（以下簡稱加值衍生
物），提供公眾使用，無須取得本府之書面授權。」

2013/11/23 7

開放意義之迷思二

• 開放，也非僅限用於提供公眾使用、或開發加
值衍生物
– 台北市政府：使用者以非專屬授權之方式，不限時
間及地域，重製、改作、編輯或為其他加值應用方
式開發其他產品或服務（以下簡稱加值衍生物），
提供公眾使用，無須取得本府之書面授權。

–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公開資料申請及使用規範
第二點：（二）本部以非專屬授權之方式，授權申
請者於授權使用期間內，以重製、改作、編輯或為
其他加值應用方式，開發其他產品或服務（以下簡
稱加值衍生物），提供公眾使用。

2013/11/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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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意義之迷思三

• 開放包含交付、散佈、傳輸資料給第三人

–法務部第3點（八）非經本部事前書面同意，申
請者不得將本部公開資料再授權、轉移或以任
何方式使第三人取得、利用。

–台北市/文化部：未經本府事前書面同意，不得
將本府資料開放再授權或交付予第三人以任何
方式加以利用。但加值衍生物，不在此限。

2013/11/23 9

應遵守之法令規範：
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規定

• 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第2條
– 政府資料開放之範圍，為各機關於職權範圍內取得或

做成，且依法得公開之各類電子資料，包含文字、數
據、圖片、影像、聲音、詮釋資料(metadata)等。

• 第4條：
– 政府資料以開放為原則。但敏感性資料或有其他特殊

情形，各機關得敘明理由經首長核可不予開放。前項
但書所定情形，各機關應定期檢討有無適時開放必要。

• 第13條
– 各機關辦理政府資料開放作業，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

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等相關規
定，辦理個人資料保護及資訊安全管理作業。

2013/11/2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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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守之法令規範：
政府須享有再授權之權利

• 政府開放資料前，應盤點是否具有可再授權
（許可、同意）第三人為開放行為之權限
–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行政程序法單純近
用政府資訊，多為檢閱、研究。即使涉及著作權利
用行為，如抄錄重製、於法庭或集會遊行時公開引
用、朗讀、散佈等，也因民主價值而得成立著作權
合理使用。

– 但政府開放資料，係使第三人得從事商業與非商業
利用。法律性質上，是政府對第三人之授權（許可、
同意），政府應先盤點是否享有得從事此授權行為
之權利。

2013/11/23 11

不開放理由之國際比較

• 1、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個人資料保護、
國家安全，是普遍規定不應開放的理由。

• 2、應符合民主、人權、資訊自由等基本原
則，被OECD與歐盟指令所強調。

• 3、該文件之供應(supply)，如果是公部門公
共任務(public tasks)範圍以外之行為，為歐
盟指令所排除。

2013/11/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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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放理由之國際比較

• 4、公立文化機構所持有的內容，其價值在於
其表達（例如小說、圖畫、雕塑），被澳洲、
2003年歐盟指令排除。但是2013年歐盟指令，
將圖書館（含大學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
納入開放範圍（惟仍有許多保護規定）

• 5、教育與研究機構所、包含為了移轉研究成
果的組織；公共廣播組織，均被歐盟指令所排
除。此與維護教育研究、公共廣播的自主性有
關。

2013/11/23 13

不開放理由之國際比較

• 6、文件依據會員國近用法規而限制近用，
包含國民或公司獲准近用文件時，須先證
明特別利益的情況，也被歐盟指令排除。

• 7、電腦程式，被澳洲、2003年歐盟指令、
捷克、西班牙、英國所排除。

2013/11/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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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開放前應檢視的法規

• 一、維護憲政價值

–憲法

• 確認符合基本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之保障

• 二、屬於組織權限

–機關組織法

• 三、為可公開之政府資訊

–政府資訊公開第18條

2013/11/23 15

政府開放前應檢視的法規

• 四、保護第三人權利與利益

–個人資料保護法

• 確認開放未侵害個人資料保護

–著作權法

• 確認開放未侵害第三人著作權

–原住民族基本法、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 確認開放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權利與傳統智慧創作保
護

2013/11/2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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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開放前應檢視的法規

• 五、符合資料來源法規

–資料來源主管機關法規

• 例如：氣象、地圖、文化相關法規

–經費來源主管機關法規

• 例如：國科會/行政院等研發成果辦法

• 六、維護公平競爭

–公平交易法

• 無不公平競爭、限制競爭行為

2013/11/23 17

盤點注意事項一：
組織權限與憲政價值

• 組織法明文規定之職務範圍 V
• Q：如組織法未明文規定時，可否聚合(aggregation)、處理

(processing, Aufbereitung)與評價（Bewertung）他機關製作之資
料？

• 1、依據依法行政原則之法律優越原則，一切行政行為不得牴觸
法律，但並不要求均有明文規定。

• 2、應檢視上述行為是否符合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不違反一般
法律原則如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 3、且不逾越組織權限(以上1-3，參見吳志光，行政法修訂第3
版，頁35-36）

• 4、但為了避免誤解與影響到對原始或前階段資料的行政解釋高
權(Interpretationshoheit der Verwaltung)，應該要採用適當的法
律與科技方式，例如在使用規範中規定處理資料時要標示〈資
料來自於某部會（或某縣市政府）〉，或者利用科技方法使該
組織來源出現。

2013/11/2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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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二：
為可公開之政府資訊

•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規定：

–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
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
分公開或提供之

2013/11/23 19

盤點注意事項二：
政府資訊公開法禁止公開資訊

• 一、秘密保護

• 18(1)、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
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 、禁止公開者。

• 18(7)、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
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
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
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
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2013/11/2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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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二：
政府資訊公開法禁止公開資訊

• 二、公平程序保障
• 18(2)、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

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 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
自由、財產者。

• 18(3)、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
他準備作業。但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 18(4)、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等
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對象
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
害者。

• 18(5)、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
鑑定等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率之執
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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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二：
政府資訊公開法禁止公開資訊

• 三、個人權益保護
– 18(6)、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

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
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
此限。

• 四、公營事業經營正當利益之保護
– 18(9)、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

將妨害其經營上之正當利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者，
得公開或提供之。

• 五、文化資產保護
– 18(8)、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或提供

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

2013/11/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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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三：個人隱私保護

•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應主動公開資訊包含，
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
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 由於網站上出現的資料越多，經組合後，違反
原始資料蒐集、公佈目的的可能性就越高。所
以，歐盟隱私權小組WP29建議：
– 開放前，應進行對個人資料的影響評估

– 開放後，必須持續監控利用行為是否符合原始目的，
以及個人是否重行被認出

– 避免在無法律與技術限制下，開放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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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三：個人隱私保護

• 法律上，應約定

–應依據原始蒐集公開的目的使用

–禁止將個人資料在不可預期、不適當或
其他物化情況下，為不當目的之使用

–禁止對匿名化資料進行重新認出(re-
identify)，如已可認出特定個人時，應課
予利用人通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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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三：個人隱私保護

• 技術上，應限制

–不可一次下載、

–不提供姓或名的檢索方式、

–或者使用API提供，一旦產生侵害個人資
料風險時，可以迅速刪除、移除。

–並在契約中約定有終止提供的權利，以
及在移除前，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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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四：著作權保護

• 著作權分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著作人格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得約定
不行使

–著作財產權可讓與、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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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四：著作權保護

• 開放資料，涉及著作財產權之再授權行為，
因此，政府至少必須享有著作的著作財產
權

• 盤點時，須釐清創作人為政府之

–受雇人（含公務員）

–受聘人

–其他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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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四：著作權保護

• 創作人為受雇人（含公務員）
–有約定時，權利歸屬，依據約定

–無約定時：
• 創作人（含公務員）為著作人

• 雇用人（國家）為著作財產權人

• 國家得開放本著作，但是應要求利用人保護著作人
格權
– 以適當方式標示著作人姓名（公務員不得主張）

– 首次公開發表，應由著作人決定（公務員不得主張）

– 不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
式或名目致損害著作人之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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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四：著作權保護

• 創作人為受聘人
– 有約定時，權利歸屬，依據約定

– 無約定時：
• 創作人為著作人

• 創作人為著作財產權人

• 國家僅得利用本著作。Q：可開放嗎？
– 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 倘利用之範圍不明確時，解釋上應依

出資之目的及其他情形綜合判斷，依據目的讓與理論，決定
出資人得利用著作之範圍（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99年度民
著訴字第48號，100/05/13)

– 由於我國現行法，未規定政府資料以開放資料為必要。因此
，除非明示或默示約定得開放本著作，否則尚難自出資聘人
契約目的中，導出可開放本著作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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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四：著作權保護

• 創作人為其他第三人
–國家受讓第三人著作權

• 由於著作人格權不得讓與，因此除非約定該地三人
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否則應於開放時，保護著作人
格權

–國家與第三人簽署著作權授權契約
• 專屬被授權人：得開放資料，但同樣須依前述原則，
保護著作人格權。

• 非專屬被授權人：須於契約中明確約定資料能否開
放，如未約定，承前法院對契約目的範圍之解釋，
政府仍不得開放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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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勞務採購契約範本(101.08版）

• 第十四條 權利及責任

• (一)廠商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機
關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 (二)廠商履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
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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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勞務採購契約範本(101.08版）

• (三)廠商履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 □機關有權永久無償利用該著作財產權。

– 註：不可開放

• □機關取得部分權利(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 註：不可開放

• □機關取得全部權利。
– 註：由於著作人格權依法不得讓與，是故，取得全部權利，是否

可取得著作人格權，非全無疑義。
– 從前後文義解釋，應採肯定見解，但為免爭議，建議工程會依據

著作權法用語，補充下列段落：「其中就著作權，以機關為著作
人，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 如此，即可開放。但如著作中有第三人著作，尚須就該第三人著
作取得可開放之權利，始得開放

• □機關取得授權(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 註：須依據前述創作人為其他第三人的原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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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勞務採購契約範本(101.08版）

• □廠商因履行契約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財產
權之全部於著作完成之同時讓與機關，廠商放
棄行使著作人格權。廠商保證對其人員因履行
契約所完成之著作，與其人員約定以廠商為著
作人，享有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

– 註：可開放。但如著作中有第三人著作，尚須就該
著作取得可開放之權利，始得開放

• □其他： (內容由機關於招標
時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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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勞務採購契約範本(101.08版）

• (四)除另有規定外，廠商如在契約使用專利品，
或專利性履約方法，或涉及著作權時，其有關
之專利及著作權益，概由廠商依照有關法令規
定處理，其費用亦由廠商負擔。
– 註：廠商必須取得國家未來可對第三人開放資料之
權利；而非僅使國家可利用本著作之權利。

• (五)機關及廠商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
方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
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
方負責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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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1011002) 

• 第十六條

• 6.廠商履約結果涉及履約標的所產出之智慧財
產權（包含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
路電路布局權、營業秘密等）者：（由機關於
招標時載明，互補項目得複選。如僅涉及著作
權者，請就D至L勾選。註釋及舉例文字，免載
於招標文件）

• A□機關取得部分權利（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 B□機關取得全部權利。

• C□機關取得授權（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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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
(1011002) 

• D□機關有權永久無償利用該著作財產權。

• E□以廠商為著作人，並取得著作財產權，機
關取得下列著作財產權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
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有在任何
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該著作之權
利，廠商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機關不須因此
支付任何費用。（項目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

• F□以廠商為著作人，其下列著作財產權於著
作完成同時讓與機關，廠商並承諾不行使其著
作人格權。（項目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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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
(1011002) 

• G□以廠商為著作人，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廠商並承諾對機關不行
使其著作人格權。

• H□以機關為著作人，並由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全部。
• I□機關出資委託廠商設計之資訊應用軟體於開發或維護完成後，以機

關為著作人，並由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全部，廠商於開發或維護完
成該應用軟體時，經機關同意：（項目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

• 【1】□取得機關之使用授權與再授權之權，於每次使用時均不需徵
得機關之同意。

• 【2】□取得機關之使用授權與再授權之權，於每次使用均需徵得機
關同意。

• J□機關與廠商共同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 K□機關取得授權，於利用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有轉授權他人利用

該著作之權利。上開他人包括：﹍﹍﹍﹍﹍（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 L□其他。（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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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五：
原民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 原住民族傳統之宗教祭儀、音樂、舞蹈、
歌曲、雕塑、編織、圖案、服飾、民俗技
藝或其他文化成果之表達，受到原住民族
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保護（第3條），稱
為智慧創作。

– 1、智慧創作：由於主管機關尚未公佈取得授權
之方法，建議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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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五：
原民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 2、政府機關典藏目錄與清單：
– 開放時，應避免使用智慧創作（如照片、影片）

• 如須使用，應表明資料使用規範之同意，不及
於原民智慧創作專用權

• 利用人應取得授權（但目前尚未公佈授權辦
法），或利用人僅得依第16條合理使用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使用者。
–為報導、評論、教育或研究之必要使用者。
–為其他正當之目的，以合理方法使用者。
–上述使用，應註明其出處。但依使用之目的及方
法，於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之利益無損害之虞，且
不違反社會使用慣例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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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五：
原民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如智慧創作權利人請求典藏機關返還典藏品時，
應有回應機制

–政府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一條，應保障原住
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
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因此，於開放資料使用
規範應表明，利用人亦應以保障、平等、尊重、
維護原住民族利益之原則，利用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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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六：資料主管部會之法規
-以文化創意資產為例

• 圖書、史料、典藏文物或影音資料等公有文化
創意資產，其利用須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第21條規定
– 政府得出租、授權、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其所管理之
公有文化創意資產。

– 但第1項明文規定，係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為
目的。Q:開放資料對象不以文化創作產業為限？

– 第4項規定對非營利目的使用可優惠計價。Q:可以
免費開放嗎？

– 第5項規定收益得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定辦法保留。
• 目前僅文化部、經濟部已制定，其他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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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六：資料主管部會之法規
-以文化創意資產為例

• 依據文化部公有文化創意資產利用辦法第5條規定，管理
機關將文化創意資產對外提供利用，應遵守下列規定：

• 一、提供利用之資產，以管理機關擁有合法權利者為限。
• 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提供利用。但屬國家珍貴文化

創意資產，依法令規定限制其利用者，從其規定。
• 三、視文化創意資產之性質，必要時得要求利用人保險。
• 四、以授權方式提供利用者，應約定為非專屬授權。但專

屬授權，更符合本法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目的，並經本
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 五、對於非營利使用，提供較優惠之費用。但所提供文化
創意資產之品質，不得有所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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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六：資料主管部會之法規
-以文化創意資產為例

• 然本辦法特別不利於開放資料之處，係申請、取得程序過於繁
複。

• 須區分申請與締約二階段，並均須以書面為之，即使將書面以
線上、電子方式進行，

• 申請人仍須詳細說明
– 資產名稱、用途及利用期限；
– 為公開發行者，並應載明重製發行數量、發行地區等。
– 為營利目的，另須說明售價、利用期限等。

• 且不論營利或非營利，均須於申請同意後，訂立書面契約約定：
– 一、利用標的、利用期限、利用範圍、利用地域及再利用約定。
– 二、利用報酬、付款條件及方式。
– 三、雙方之權利義務。
– 四、爭議處理。
– 五、其他保護文化創意資產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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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六：資料主管部會之法規
-以文化創意資產為例

• 本辦法第六條：管理機關應建置公有文化
創意資產目錄，將可合法對外提供利用之
公有文化創意資產相關資訊，公布於對外
網站，並定期更新，以確保資料之正確性
及完整性。

• Q:目錄之利用，是否準用前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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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六：資料主管部會之法規
-以文化創意資產為例

• G8 Open Data Charter「所有人都可使用」
原則，建議排除任何官僚或管理障礙，例
如註冊，以免延誤人民使用(para.21)

• 文化創意資產目錄，建議另訂使用規範

• 文化創意資產本身，可考慮修訂程序：
– 1、非營利利用程序：可匿名、不註冊、制定
標準契約，並以利用行為為締約之意思表示。

– 2、營利利用程序：申請、締約程序，可線上進
行，並提供再利用人可存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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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七：
經費來源部會之法規-以國科會辦法為例

• 例如各部會執行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
習計畫成果，須注意科技基本法、與國科
會依據科技基本法所制定之「國科會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以下
稱為國科會辦法)第5、6、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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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七：
經費來源部會之法規-以國科會辦法為例

• 經執行單位內部程序簽准，始得
–無償授權：但僅限學術研究、教育或公益用途

• Q:政府開放資料供民眾從事商業利用或收費利用，
可以嗎？

–國外利用：僅限
• 國內無具承接意願之對象

• 國內無具承接能力之對象

• 不影響國內廠商之競爭力及國內技術發展、或

• 授權國外對象將更有利於國家整體發展

• Q：政府開放資料，更有利於國家整體發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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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七：
經費來源部會之法規

• 由於各部會科技成果運用辦法，普遍規定成果
之授權，必須以
– 公開、公平、有償方式為之，

– 以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公營事業法人或團體
為對象，並且

– 要在我國轄區內製造以及使用

• Q：各部會公務員是否在圖利廠商的恐懼中，
或在使用者應付費的呼聲中，勇於以專簽簽准
以無償、對全球開放資料，甚至供商業或營利
利用，誠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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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七：
經費來源部會之法規

• 為此，政府實有必要依據科技基本法第六條所規定
數個面向，說明為何無償、全球、可供營利或商業
利用之開放資料使用規範，係符合科技基本法利用
科技研發成果之意旨：

• 1、公平及效益原則
• 2、資本與勞務之比例及貢獻
• 3、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之性質
• 4、運用潛力
• 5、社會公益
• 6、國家安全，及
• 7、對市場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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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八：維護公平競爭

•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第
11條：各機關發展創新應用服務時，宜優先以政
府資料開放方式推廣個人、學校、團體、企業提
供創新服務及開發加值應用。

• 避免交互補貼

–特別當政府為唯一來源時，對公、私部門的利
用人應給予相同的交易條件(OECD)

–公部門間資訊交換仍得免費為之，且區別商業
與非商業再利用而為不同收費，也不被認為是
差別待遇（2003歐盟指令前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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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注意事項八：維護公平競爭

• 專屬授權：原則禁止，例外應定期檢視、透明化

– 為了確保競爭中立與平等，歐盟規定禁止非公共利益
必要的專屬性交易安排(歐盟指令Art.11)。但承認文化
機構與廠商合作數位化，有專屬授權之必要。

– 對於專屬性交易安排，每3年檢視一次。而文化機構可
延長，授權期間以10年為限，超過者在第11年檢視，
之後每7年檢視。且在專屬期間屆滿後，文化機構應免
費獲得一份數位化文化資源，可提供再利用（2013新
增歐盟指令Art.11.2a.3）。

– 專屬性交易安排在指令生效後締結者，均應公開、透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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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一、開放之意義：建議各部會檢視開放資料使用
規範，修訂開放意義：

• 1、開放不以開發加值衍生物為限

• 2、開放包含交付、散佈、傳輸給第三人

• 二、政府開放資料作業原則第4條但書，就敏感性
資料或有其他特殊情形，各機關得敘明理由經首
長核可不予開放的情形，有必要進一步明確規範，
以利遵循，亦可避免引發資料開放之行政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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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文提出政府開放資料前，應循序檢視：
– 1、符合憲法之基本人權保護與民主、平等、自由
等原則

– 2、依據組織法，檢視是否屬於組織權限
– 3、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18條，檢視是否非為禁止
公開之政府資訊

– 4、檢視第三人權益保護法律，包含個人資料保護
法、著作權法、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等

– 5、檢視資料來源法規：包含資料主管機關與經費
來源機關之相關法規

– 6、為公平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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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四、原則上，機關可公開近用之資訊、即
可開放。且只要不逾越機關權限，不以明
文規定得開放為必要。但對於聚合
(aggregation)、處理(processing, Aufbereitung)
與評價（Bewertung）他機關製作之資料，
應注意在來源上加以標示，以避免誤解與
影響到對原始或前階段資料的行政解釋高
權(Interpretationshoheit der Verwal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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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五、得公開近用資訊經組合後，亦可能影響個人隱
私。因此，資料開放前後，均應隨時評估對個人資
料之影響，並以法律與技術限制保護個人資料

• 六、政府之雇用、聘任、委外、招標、補助、合作
契約，未使公部門取得再授權第三人利用之著作財
產權，即不得提供再利用。同時，如政府並非著作
人，應與著作人約定著作人格權如何行使（特別是
公務員仍得就修改主張著作權法第17條之保護）。
另由於著作人格權不得讓與，建議工程會契約範本
就「取得全部權利」之選項（特別是資訊服務採購
契約範本），明文規定著作人格權歸屬於機關，以
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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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七、原民傳統智慧創作，由於主管機關尚未公佈授
權辦法，因此，建議暫不開放。即使僅開放典藏目
錄與清單，也必須強調政府之開放使用規範不及於
智慧創作專用權，且利用人應注意尊重、維護原住
民族利益，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一條所訂族群共
存共榮之目的。

• 八、資料主管部會之法規，以圖書、史料、典藏文
物或影音資料等公有文化創意資產為例，除文化部、
經濟部外，其他各部會均尚未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法第21條制定子法，使此類資料之開放欠缺法令
依據，應速制定。但應注意在程序上避免不必要之
註冊、蒐集個人資料、書面契約等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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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九、公有文化創意資產與經費來源法規，目前多以
有償利用、使用者付費之概念設計。雖有例外規定，
但為了避免公務員陷於圖利他人之恐懼，政府實有
必要對於無償、全球性、甚至可供商業或營利使用
之資料開放，為何符合公有資產利用之公平效益，
有利於國家整體發展等詳為評估說明，方能達成政
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所規定無償、自由加值利用、
不限地域之開放目標。

• 十、政府以資料作為資產投資於市場時，應注意交
易條件之公平性；特別在其為獨占性來源的情況下。
應避免交互補貼與專屬性交易安排。如有必要為專
屬性安排，應注意交易條件的合理、公平與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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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B1-3 

從 OGL 檢視我國目前開放資料規範 

張喻閔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chang0302@gmail.com 

王仁甫 

台灣經濟研究院 

d21331@tier.org.tw 

摘要 

1.隱私（Privacy）觀點：個人的隱私需求複雜且多元，政策制定者在

制定法令與規範時，面臨複雜挑戰。 

2.全球治理（Global Governance）觀點：各國擁有各自法規與管理架

構，欠缺全球性的規範。 

3.個資擁有者（Personal data ownership）觀點：個人資料的使用權利

並不當然等同財產權概念，個資使用權與財產權的性質面臨新挑戰。 

4.透明度（Transparency）觀點：個人資料於個資生態網絡（The
Personal Data Ecosystem）中的透明度，遠不及各國隱私保護政策對於透

明度要求，日益提高的需求速度。 

5.價值分布（Value distribution）觀點：個資加值利用後產生的價

值，如何公平分配給每個參與其中的個資擁有者。 

本文期待藉由脈絡下隱私理論的觀點，討論何種方式的個資利用，得

以兼顧商業利益與個人隱私；並就經濟分析觀點，討論是否應藉由專責機

構的設置，進行國內與國際間個資利用的法令與規範的溝通平台，藉此提

出爭議解決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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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B1-5 

政府開放資料的機會與挑戰：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的個案分析 

 

羅晉 
東華大學公共行政系 

lojin@mail.ndhu.edu.tw 
 

項靖 
東海大學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 

jshiang@thu.edu.tw 
 

楊東謀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tmyang@ntu.edu.tw 
 

王慧茹 
政治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loriwang0925@gmail.com 
 
 

摘要 

近年來，伴隨著歐美國家政府與民間社會的推動政府開放資料，我國

政府也戮力於開放資料政策的研擬與推展。在此一開放政府理念生根萌芽

之際，由公部門內外部顧客的觀點來了解不同治理定位且具代表性的中央

機關與地方政府的推動實務，將有助於降低後續開放資料之理念與實務間

的落差。是以，本研究在初評政府作為資料供給者的現況下，聚焦於外部

資料需求者的觀點，分別檢視專業分工為特徵的中央部會機關—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以及綜理各式治理職能的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為個案，主要

檢視此二機關開放資料的法令規範、分享方法、技術格式標準、開放資料、

推廣方法，以及使用授權機制等六個面向，以瞭解其整合電子化機制以推

動開放資料之推展現況與挑戰。據此，本文在研究上除彌補公部門導入開

放資料之經驗性研究的不足，在具備政府內外部供需端視角的基礎上，亦

提供不同治理定位之組織未來開放資料實務發展的建議。 

關鍵字：政府資料開放、加值、創新、價值鏈關鍵字： 藝術產業 成本遞

減 外部效益 殊價財 開放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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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B1-6 

從開放源碼授權到開放資料授權 

 

林旅強 
中央研究院資創中心自由軟體鑄造場法政研究 

richard@citi.sinica.edu.tw 
 
 

摘要 

開放源碼授權 (Open Source License) 於九零年代，由自由開源軟體理

念推動者所研擬並推行，目的是為了調和著作權法對於電腦程式之開發及

創作自由的嚴格預設限制，並將自由開源軟體之精神以契約之方式形成一

法律框架，而具備強制性。在逐漸證實開放源碼授權及自由開源軟體之開

發模式可行之際，開放內容授權亦開始催生發酵，如同自由開源軟體一

般，理念推動者將其他非屬電腦程式之所有著作權客體，以創用 CC 
(Creative Commons) 之方式為其法律框架，形成具有法律強制性的規範，

以維護並體現其精神。在美國及國際社會不斷強化著作權之聲浪下，理念

推動者透過民間社群之力，透過長期的討論及倡議，致力於保障電腦程序

及其他著作之創作自由，開放源碼及開放內容之授權方式，是保障創作自

由的精神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 
開放資料 (Open Data) 或開放政府資料 (Open Government Data) 則

是近年來於國際社會中開始倡議，我國政府亦從善如流，開始推動相關之

政策。依照目前著作權法之規範，不論國內外之著作權法來說，政府所從

事之開放資料之整理成果，如資料集 (data set) 或資料庫 (database)，部分

成果或有可能成為著作權法之保護客體，因此亦需要一套符合開放共享精

神之授權規範。然而，較之開源授權及創用 CC 來說，開放資料授權並非

透過草根式的討論及倡議而生，而是由政府研擬並以上對下之方式而公布

實施的政策，在性質上或許不可避免，然而該授權方式即必須更可達到貼

近開放共享精神之目的；另一難點是，資料集或資料庫這類成果或有可能

無法成為著作權法之保護客體，除了在無著作權時亦有無權可授之問題待

解，何時一資料集或資料庫是否轉變成具備著作權適格、是否應解決此問

題，亦需再加以考量。 
關於前述問題，筆者將分享相關之研究心得及論點，並勾勒出從開放

源碼授權到開放資料授權之脈絡，提出其間相同的精神為何、其定性上或

無法全然套用之原因為何，以及目前開放資料或有潛在悍恪之處為何，進

而整理出開放資料授權之條款及政策中必須注意之點。 

91



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B1-7 

開放資料與藝術產業政策 

 
林佳琪 

聖約翰科技大學時尚經營管理系 
serena@mail.sju.edu.tw 

 
葉建華 

真理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jhyeh@mail.au.edu.tw 

 
 

摘要 

藝術是一種精神文化產物，透過各種形式與工具表達人類的情感與意

識，豐富人們對生命的理解並獲得審美的享受。然而藝術的消費與生產，

就像服務業中的消費與生產關係一樣，但在部份層面上，又有極大的差異。

藝術基本上是可以由自由市場經濟所提供的財貨，但因藝 
術產業在生產過程中大都具有成本遞減 (decreasing-cost) 的特性，加

上具有外部效益，因此私部門無法提供充分的數量，正如 Throsby & Wither 
研究多國國家政客認為政府應介入藝術的重要理由，是有關「殊價財」(merit 
goods) 的考量。殊價財是一種消費時具排他性，但會產生外部效益的商品；

若由私人提供，將無法達到社會最適產量，因此須由政府加以干預增加產

量達到社會最適，唯一的方是就是以補助方式鼓勵公司多生產或政府自行

生產，也因此殊價財在政府 
支出比例所佔百分比很高，例如高等教育、全民健康保險等都是類似

的概念，是政府認為有利社會，但因市場經濟下會有低度消費與低度生產

的現象，故須由政府補助私人或是由政府機構自行生產。藉由政府的津貼

補助藝術，我們得將藝術市場失靈所致生產消費不足的部分反映出來，達

到社會最適量。政府對藝術產業的補助，與政府單位擴充生產以達市場上

最適的藝術供給量，須由全國藝術相關機構或主管單位，藉由「開放資料」

的方式，讓研究單位設算並評估隱藏性需求與供給不足的差額量，加速政

府津貼補助藝術政策的研究，以達提昇扶植本國藝術產業的目的。 

 
 
關鍵字： 藝術產業 成本遞減 外部效益 殊價財 開放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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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咖啡館座談 



 

公民咖啡館座談 

2013年 11月 23日 

11:00~12:30 

圓山飯店 VF  107會議室 

討論主題： OPEN DATA 發展與應用 

     主持人：陳文生 ( 高雄大學副校長 ) 

             汪志堅 ( 台北大學 ) 

             劉啟文 ( 天氣風險 ) 

1. 如何提昇 OPEN DATA 的資料應用與未來展望 

2. 如何評量 OPEN DATA 的推行效用  

形式：與會者分成兩桌討論，每桌討論 30-40分鐘後換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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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ata 程式應用 



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C1-1 

An emergency rescue app: Application of open data 

Yin-Quan Liao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hih Chien 

University 

Ta-Wei Hu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hih Chien 

University 

Chian-Son Yu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hih Chien 

University 

csyu@mail.usc.edu.tw 

摘要 

In this work, we first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110 and 119 reporting systems (i.e., trans-regional reporting cases). Based on 

these limitations, we developed an emergency rescue app which can let you 

contact local emergency services when you need help, whether travelling, at 

home, communication in the car, walking to the school or enjoying the 

outdoors, as long as you are in Taiwan. Through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in case that you need help, the developed emergency rescue app based on 

Android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call the nearest police department, fire 

department or hospital based on your location. For speech-impaired, 

hearing-impaired or physical-impaired persons, the coded emergency-recuse 

app offers a short message reporting function. After pressing the function, the 

rescue message will be automatically sent to the nearest police department, fire 

department or hospital which depends on your pre-choice. Addresses and 

phone numbers for all police departments, fire departments and hospitals are 

also downloadable through this app. The weaknesses and strengths of current 

emergency rescue apps are also discussed,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ur 

emergency rescue app is suggested, for example, sending short messages to 

your selected emergency contacts such as loves ones, doctors, insurance 

agency, school and friends. 

Keywords: open data, emergency recuse, 110 reporting system, short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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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廖尹詮 

洪大為 

余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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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扯髮15分鐘 
撕下瘖啞女頭皮 

2013/11/01 18:58                             李若慈 葉子傑 報導 

新北市中和，上午一名瘖啞女子在工廠工作
的時候，一頭長髮竟然直接被機器捲進去，
當場把她的頭皮撕下來一大片，她不會說話
不能求救，15分鐘之後才被同事發現送醫。
類似意外過去也曾經發生，包括圍巾還有長
袖的衣服，都可能釀成致命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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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C1-2 

利用臺北市政府公開資料平台開發行動裝置上之應用程式─

以臺北市微笑單車為例 

林仁智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位科技設計系 

yachih@tea.ntue.edu.tw 

王庭筠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timyunwang@gmail.com 

林育陞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yslin0919@gmail.com 

蔡華棣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huadi73@hotmail.com 

摘要 

隨著臺北市政府公開資料平台的開放以及台北市微笑單車(YouBike)和手持
式行動裝置使用族群的增加，本研究結合微笑單車之收費機制以及甲地乙還之概
念，實作一手機應用程式，使得使用者在租用微笑單車時可以免費暢遊台北，達
到節能減碳及節省開銷之目的。本研究利用現行臺北市政府公開資料平台
(Data.Taipei)所提供之公開資料(Open Data)，將其與系統 API介接，連結該資料
介接 URL取得內容，並將擷取之內容於後端建立資料庫，設計一款〝Free Bike

台北自由騎〞之手機應用程式提供使用者下載使用。 

利用本研究之手機應用程式，使用者欲從甲地出發至乙地，首先查詢所在地
附近之最近租賃站，同時輸入目的地，即會顯示出路徑中是否有中繼之租賃站。
為求 30分鐘內可以順利抵達中繼租賃站，設置倒數計時器，出發 20分鐘後發出
警告音提醒使用者。另外本應用程式亦有設置導航模式，增加使用上的便利性。 

本研究藉由與公開資料(Open Data)之介接，實作一手機程式，應用於台北市
腳踏車之租賃，除了研究其技術之可行性，同時推廣台北市政府所設置之微笑單
車，藉此達到利用公開資訊於公共建設上之應用，在未來更希望可擴大整合新北
市之公共腳踏車，完整打造大台北地區之交通綠化，提供更便利服務給使用者。 

關鍵字：臺北市政府公開資料平台(Data.Taipei)、行動裝置、微笑單車(YouBike)、

公開資料(Ope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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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臺北市政府公開資料平台開發行動裝置
上之應用程式-以臺北市微笑單車為例

林仁智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位科技設計系

王庭筠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林育陞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蔡華棣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大綱

• 導論

• 文獻探討

• 系統架構

• 實驗結果與討論

• 結論與未來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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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 研究動機

• 研究目的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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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內台北市人口總數僅增加31,370
人，汽機車總數卻增加207,317輛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台北市政府交通局

微笑城市

綠色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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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

文獻探討

• 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 台北市微笑單車U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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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為推動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
之資料開放政策，整合各局處開放資料於單一入
口網站，供市民瀏覽及程式開發者加值應用

• 目前資料目錄包含192項以上資料集，並提供線上
預覽、檔案下載及API介接等多種服務模式，格式
多元且隨時更新

• 台北市政府與捷安特公司所辦理之「台北市公共
自行車租賃系統」

• 租用期間，前30分鐘免費

• 甲地租乙地還

• 租賃站點突破100處、使用人次突破50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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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

• 系統架構圖

• 實驗設計流程

系統架構圖

系統API介接
介接URL取得資料

建立後端資料庫 Android 平台行動裝置
FreeBike應用程式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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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設計流程圖
開啟

FreeBike
app

路徑規劃
結果輸出

使用倒
數計時
器

是

關閉
FreeBike

app

否

搜尋附近租賃站

使用導
航模式

是否
輸入
目的地

開始計時

開始導航

實驗結果與討論

• 系統功能

• 操作實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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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畫面 顯示最近租賃站

查詢附近租賃站

點選地圖 顯示導航路線

目的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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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開始計時” 顯示倒數計時器 倒數5分鐘提醒

倒數計時器

導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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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1-(台大->台北101)

方法1-搭乘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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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使用Freebike app

實例2-(國北教大->師大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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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搭乘捷運

方法2-使用Freebike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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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未來方向

• 研究結論

• 未來方向

研究結論

• 本研究藉由與公開資料(Open Data)之介接，實作
一手機程式，應用於台北市腳踏車之租賃，除了
研究其技術之可行性，同時推廣台北市政府所設
置之微笑單車，藉此達到利用公開資訊於公共建
設上之應用，同時讓使用者可以更簡便的利用手
機app，滿足獲取公共資訊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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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方向

• 製作跨平台的app

• 整併新北市公共單車newbike，打造大台北交通綠化

• 打造更簡化、便利之使用介面

• 結合周邊商家景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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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    C1-3 

開放資料應用於行動惡意程式分析研究 

陳嘉玫 

國立中山大學資管所 

江玟璟 

國立中山大學資管所 

歐雅惠 

國立中山大學資管所 

摘要 

行動裝置擁有同於個人電腦的多元化功能與運算能力，像是瀏覽網頁、收發
郵件、遠端存取資料，更甚之，可以進行存取其他設備的資料。越來越多人使用
行動裝置進行各項活動，儲存大量敏感性個人資料，因此吸引駭客發展惡意軟體
進行竊取使用者資料，在行動裝置提高工作效率與增進生產率的同時也出現更多
的資訊安全問題。因此，行動裝置的安全相關研究相較其他的議題更需要開放資
料(open data)的不受限以利及時進行開發研究。開放行動裝置安全相關的資料更
可以誘發各方專業的研究人員及時性的針對新威脅或新惡意程式做出正確的對
策，創造原始資料更高的價值。 

本研究設計模擬行動裝置的環境並動態進行監控、紀錄應用程式的行為，透
過行為分析的方式追蹤應用程式執行過程與存取敏感性資料的行為以確定是否
為惡意程式。相較於現有的動態分析著重於權限與系統呼叫頻率的研究，有較佳
的判斷能力，並有較低的誤判率，檢視當前移動裝置面臨的資訊安全問題，具體
提高移動裝置的安全性並降低其其風險。 

關鍵詞: 開放資料、行為分析、行動裝置、惡意軟體、敏感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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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生態棲地 open data-環境保育大富翁 

 

李靜怡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jennie@teamail.ltu.edu.tw 

 

陳彥安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蔡佩容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楊怡靜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曾建智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吳嘉原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摘要 

開放資料(Open Data)指的是資料經過挑選與許可，不受著作權、專利權以及
其他管理機制所限制，可開放給社會大眾自由出版使用。隨著政府開放資料，民
眾可以更了解政府的施政方針，並可透過統計數據，了解如全國犯案地點、公車
路線等，因此可提高人民的安全與生活上的便利。 

臺灣因所處的地理環境及氣候優良的先天條件下，造就出許多特有生物，在
世界排名中是多樣性生物最高的地區之ㄧ。但有些生物卻因棲息地遭受破壞逐漸
減少，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中心 Open Data的數據統計，蝴蝶因缺乏
適合活動環境而數量持續減少，進而造成花朵沒有蝴蝶的授粉無法結果；且根據
文化部 Open Data的數據顯示，蝴蝶遷徙地點附近大多都有博物館，若能從而獲

知相關保育的活動資訊，蝴蝶的棲息地就可能因此不被破壞。 

因此本系統的目的為結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中心和文化部所提供
的 Open Data製作出以蝴蝶為主題的大富翁遊戲。遊戲地圖以台灣為主，以特有
生物中心提供的蝴蝶分布地資料作為遊戲的路線規劃，並利用從文化部的 Open 

Data 中獲得博物館的相關活動訊息，讓玩家可以迅速得知蝴蝶棲息地附近的博
物館，在遊玩時也能融入保育觀念，盡力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本系統透過大富翁遊戲介紹蝴蝶生態，一方面可與電腦進行遊戲競賽，另一
方面在遊戲過程中可了解台灣特有的蝴蝶演進和棲息地周邊資訊，進而達到生態
保育，環境保護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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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雲端個人健康紀錄之初探

林孟樺 

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jenny19101@hotmail.com 

邱光輝 

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khchiu@mail.ntpu.edu.tw 

摘要 

本研究擬以針對受長期照護與三高（高血壓、高血脂及高血糖）患者為目標
對象，透過資訊科技發展個人健康記錄 (PHR) 的健康照護模式。以病人、區域
以上醫院、健康客服中心 (Call Center) 三方為關係架構建立雲端模式，期望將
病患的各項目檢測資料能在三方流通。讓醫師看診時能讀取病人健康相關資料如
最近日常量測的身理資料、檢查項目。健康客服中心若發現日常量測的身理資料
異常立刻通知病患，提升疾病預防之效果，及慢性疾病早期發現治療。當個人健
康記錄匯集足夠多的病患健康資料時，將為成為一個巨量資料 (Big Data) 屆時
可以導入個人健康記錄資料分析，建立更完善的遠距照護模式以及個人的健康管
理。 

關鍵字：個人健康紀錄、巨量資料、雲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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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台灣的醫療體系至今已轉型為以病患為中心，根據 2011 年 4 月 IEK 產經
中心的資料顯示，台灣從早期的傳統門診醫療，只針對疾病治療。演變至疾病控
制計畫，此階段以特定疾病為主，注重疾病的控制。。至今已以病患為中心，除
了前階段的項目與目標，達成人民自身健康管理、以病患為主的衛教為主要目的。 

在全球人口中，亞健康人佔全球人口 75%，可明顯看出健康管理之重要性，
而須仰賴醫護人員與營養師人員協助建立，為達到有效健康管理與慢性病監測，
建置 PHR 系統應可有效提升亞健康人的健康管理。 

本研究為改善傳統式的看診、健檢與長照中心病患健康資料紀錄方式，針對
受長期照護與三高（高血壓、高血脂及高血糖）患者為對象，透過與資訊科技，
並導入 Big Data 處理方式，以病人、區域以上醫院、健康客服中心 (Call Center) 

三方為關係架構，透過將大量非結構化的病患資料，發展個人健康記錄 (PHR) 

健康照護模式，藉由即時內掌握健康狀況，促進亞健康人的健康管理並建立更完
善的遠距照護模式。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對電子病歷和個人健康記錄、政府相關政策和補助、巨量資料、國內
健康照護相關業者等構面加以探討和說明。 

第一節 電子病歷和個人健康記錄 

電子病歷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 是病歷的一種，可以包含過
去、現在或未來、生理與心理的病患狀況紀錄，是由電子化方式擷取、傳送、接
受、儲存、取回、連結與處理的多媒體資料。 

電子病歷包括病患的個人資料，如主、客觀陳訴、病況評估、處置計畫，含
醫囑 (醫令) 紀錄，病程紀錄，護理計畫、紀錄，生命徵象紀錄，藥物使用記錄，
相關的醫療實驗室檢驗資料與報告，相關的檢查資料與報告 (含影像診斷學報

告)，過去病史，家族史，預防接種等等，凡是相關病情必要的資訊，如旅遊史
相對於疫情，則亦可成為病歷的一環而成為電子病歷內容。 

美國一些非營利的組織如：ASTM、HL7 與 HIMSS 正在訂立電子病歷的標
準。在台灣衛生署，則以先定法規給予電子病歷可取代紙本病歷的法律地位，來
促使電子病歷上路，並已有醫院據此開始實施電子病歷。實施電子病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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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效管理和控制 (For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使病歷的修改、刪

除皆留有紀錄，便於醫療流程的管制，並即時產生品質指標、與異常事件

記錄。 

2. 資訊共享 (Sharing information)：使院內各單位對病歷資料利於共享，並

維護病歷資料的一制性。 

3. 降低維持醫療記錄和定期業務的成本 (Reduce the cost to maintain medical 

records and regular operations)：減少紙本病歷所花費空間、時間之成本，

病歷資料以資訊系統功能，使醫療工作人員可立即得到病歷資料，無須再

調閱紙本病歷。 

4. 供學習和研究 (For study and research)：以結構化之病歷資料，而非簡單

之掃描存檔。 

個人健康紀錄 (Personal Health Record, PHR) 是一種由個人維護與記錄的
健康紀錄。一個理想的個人健康紀錄，可以整合不同來源（如不同的醫院或是醫
療單位）的個人醫療資訊，以合乎安全與隱私的情形下，利用網際網路或可攜式
媒體，提供完整且正確的個人健康與醫療歷史摘要，美國已有相當多的個人健康
紀錄正在被使用。美國健康資訊管理協會  (American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AHIMA) 鼓勵個人持有完整的個人健康記錄，因為一些
醫師所無法取得（或難以取得）的個人健康資訊，如病患的運動習慣、飲食偏好、
藥草使用、傳統醫療、家中檢測出的血壓與血糖等資料，都能夠由個人健康記錄
中取得。而根據 AHIMA 的資料，40%的美國成人都有保存一部分的個人健康
記錄 (Ｗiki, 2012)。 

第二節 政府相關政策和補助： 

2011 年 9 月 1 日，政府開始實施電子病歷，分為門診用藥紀錄、檢驗報告
類、醫療影像及報告、出院病歷摘要四大類的作業上線。政府為促進健康照護，
發展健康照護升級白金專案，包含：健康促進產業、智慧台灣醫療服務、健全的
醫療照護體系；在智慧型產業方面，發展雲端運算，包含：雲端系統與經營資料
中心、雲端應用軟體並創新研發雲端裝置產品。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資料，目前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計畫有： 

1. 醫療服務提升：慢性病醫療、急性與亞急性醫療。 

2. 護服務的提升與擴散。 

3. 預防保健的服務:包含健康衛教、預防與亞健康管理。 

4. 料加值服務：以上所有項目含有各人的病歷、照護、健康資料。 

 

第三節 巨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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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 (Big Data) 是近年來除了雲端運算，另一個被關注的議題。麥肯
錫全球研究中心發表全球資料研究報告提及，全球資料量的累積將每年以 40%

成長，從 2009 年至 2020 年估計成長約 44 倍。行動裝置普及造就無所不在的上
網行為，除了改變生活，也使企業端的 Big Data 議題浮現。 

巨量資料的特性是資料量 (Volume) 龐大、增長速度(Velocity)快、資料型態
多樣性(Variety) 以及商業價值 (Value)。面對每年成長 40%的資料量，對於台灣
電信業、高科技製造業是很大的挑戰。就以行動設備上網為例，因上網人數越來
越多，設備產生記錄 (Log) 檔的速度，已高達每秒鐘 30萬筆，紀錄檔案的量已
超越以往所規劃，儲存資料與處理資料皆是挑戰。 

精誠資訊雲中心負責人蔣居裕引述美國知名的科技行銷大師 Geoffrey A. 

Moore，曾針對 Big Data 議題以新科技技術採用生命週期  (The Technology 

Adoption Life Cycle) 做分析，Moore 認為 Big Data 仍然只是位於早期採用者階
段，對台灣而言更僅是個創新應用。台灣目前有意識到公司內部有 Big Data 可
以進一步處理，較侷限在大型企業，也才有夠大規模的資料量，其研發部門會先
調查可採用的方案。只要有定義清楚的結構化、半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技術
人員很容易即可理解，而現在 Big Data 要處理的即是針對以往被忽略的半結構
化與非結構化資料。 

第四節 國內健康照護相關業者： 

在政府對遠距健康照護推動多年的試辦計劃，自 2007 起的推動的「健康照

護」計劃相關業者均有實施經驗 (經濟部技術處業界科專專案辦公室，n. d.)，如： 

1. 雲端服務業者：電信業者，與國內健康照護體系及策略合作夥伴共同發展

保健、醫療、照護、個人健康紀錄的雲端服務。 

2. 醫療器材業者：業者亦研發出雲端遠距照護，以及擁有與國內許多醫院、

醫療器材廠商共同合作遠距照護的經驗；此外，標準參照台灣資訊學會的

醫療標準來訂定。 

3. 醫療領域軟體業者：大都有醫院資訊系統 (HIS) 的整合開發、醫療資料

庫與健康資訊的整合、電話線資料傳輸系統開發等技術。 

4. 醫療診所：大都有醫院資訊系統 (HIS)，且使用多年。 

第三章 系統架構與服務流程 

第一節  PHR 系統架構 

PHR 的系統提供以個人為中心跨機構的跨服務流通，並提供支援標準化的 

PHR 之儲存、轉換、彙整之核心功能，能配合照護服務的授權和彙整完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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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包括有基本資料、個人與家族病史、過敏史、健康習慣、活動能力等，如圖
１所示。 

 

 
圖１：PHR的系統架構圖 

 

 

PHR 系統的個人身理資料的處理流程為個人使用各種身理量測設備如血

壓、血糖機將所量測的資料上傳系統。其過程系統需處理資料傳輸安全、隱私保
密和系統的資訊的存取授權。資料處理如下圖（圖２）所示。 

 

 

圖２：資料處理系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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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 平台的系統功能，依使用者的身份不同而提供不同的功能的能力。大
致包含有下列功能：系統登入、首頁功能、個案管理、衛教管理和系統管理等，
如下圖（圖３）所示。 

 

 

圖３： PHR平台功能圖 

 

在病患的居家端或社區量測站的身理資料的蒐集和上傳的工作示意圖，如下
圖（圖４）所示。 

 

 

圖４：居家生理上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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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PHR的服務流程 

民眾的生理資料與健康紀錄等將可上傳至 PHR 健康雲的資料庫，透過資訊
科技傳輸，在掛號門診時，個案管理師會提供個人的 PHR 查詢；在看診時醫師
會查看病患的 PHR，並開立處方或安排相關檢查、衛教內容，如圖５所示。 

 

圖５：PHR健康雲的服務模式 

門診醫師或個案管理師透過 PHR 健康雲可以查詢患者的相關資訊，如下圖
（圖 6-7）所示。 

 

圖６：醫師查詢畫面－血壓趨勢圖 

 

 

圖７：醫師查詢畫面－血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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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預期執行成效  

自我健康管理、臨床疾病診斷、健檢後續追蹤紀錄整合：過去不同醫院診斷
的病歷資料和健檢的後續追蹤紀錄是分散在不同醫療人員與機構中，無法有效率
整合。唯有藉由個人健康紀錄才能將分散的病歷資料或生理資料整合，透過雲端
科技來整合醫院、慢性照護機構、專業健康管理人員人力分配，作為醫療人員與
健康促進團隊、病患的重要健康管理與治療照護參考依據。 

表一：研究預計建置完成後的環境描述 

目標項目 目前狀況 計畫完成狀況 

技術狀況 國內目前主要是個人端與健康資料中

心的連結，尚無法透過 PHR 與資訊

科技連結成資料分享的網路。 

擴充至醫院端，希望將診所

級以上醫院及長照中心病

患資料做 PHR。 

產業狀況 長照病患需要更完善的監控機制與衛

教管理策略，而在個人健康雲方面，

目前沒有產業聚集或規模，只有少部

分的醫療器材設備廠商，提供讓病患

透過電腦及網路資料上傳的遠端。 

1.個人健康紀錄可被應用

在臨床診斷上。 

2.個人健康紀錄不只侷限

給一間醫院參考。 

3.雲端產業可將個人健康

紀錄納入為資料服務項目。 

 

本研究所提的個人健康紀錄系統建置完成，可達成下列的目的。 

1. 個人健康紀錄 (PHR) 建置：記錄個人健康狀況、健康問題、藥物服務、

過敏情形與就診情形，及與照護提供者的互動紀錄。 

2. 促進醫療單位之醫療效率與品質：藉由病患提供的個人健康紀錄，讓醫療

提供者能讀取過去一段時間內的紀錄，並可做為臨床疾病的診斷與給藥依

據，同時能夠減少病患表達不清或記憶模糊造成的誤判，大幅提升醫療單

位的醫療效率與品質。 

3. 遠距照護與健康檢查：健康促進的團隊將提供自我健康管理的觀念、飲食

建議與運動處方，並透過雲端技術的整合，將醫療、運動、營養、休閒活

動與後勤支援的面向，持續追蹤紀錄並提醒，達到健康促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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